
新愛國主義與國家意識之建立 

——以抗美援朝愛國運動為例 

                  

 

在大陸諸多有關 50年代初期（1949-1955）的回憶中，這一時期往往被描述成充滿了希

望和朝氣的蜜月時期。這樣的感覺經驗往往是在與其他時期的對比中獲得的，比如與 50年

代中後期從反右開始的不斷的政治運動以及之後的“文革”相比，50 年代初期相對就顯得

讓人懷念。當然，應該注意的是，這樣的回憶大多出現在“文革”結束後的 80年代，而且

是由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打擊的老幹部和知識份子來描述的。70 年代末開始的

“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在對歷史的控訴和部分否定中，必須為斷裂的歷史尋找連續，

而這連續的交接點就落在 50年代初期。比較典型的是王蒙的小說。80年代的“反思文學”

中，他是最為著名的一位，這位有著少年布爾什維克情結的作家，對他所“反思”的那段歷

史，有著理想性消亡的困惑，一條好好的路，怎麼走著走著就走岔了，最後連我是誰都困惑

不已。但儘管如此，他仍保有對於出發點的理想的信念。這就是他在 1979年出版的舊作《青

春萬歲》，寫的正是 50年代初期的青春理想，他稱之為“帶著露珠的小草兒”，“反映著新

中國的朝陽的光輝”，“50 年代中學生活中的某些優良傳統和美好畫面（例如：對於又紅

又專、全面發展的提倡；團組織和班集體的豐富多彩的活動和生動活潑的工作；同學之間的

友愛、互助及從中反映的新社會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開始建立起來的師生之間的新型關

係；特別是一代青年對於党、對於毛主席、對於社會主義祖國的無限深情……）不是仍然值

得溫習、值得紀念的嗎？”1《青春萬歲》的出版，對於王蒙的青春，當然是一種特殊的紀

念，但某種程度上，王蒙也將之看成是“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出發點。只有這樣，歷史

才能接續上。 

當然，對 50年代初期的中國，並非所有的敘述都如王蒙般美好，比如王安憶的《長恨

歌》。原因當然很複雜，有個體的差異，也有代際的區別。王蒙的青春是和革命綁在一起的，

王安憶則缺少這樣的體認。有意思的是那些帶著沉重包袱進入新社會的人，比如吳宓，作為

被改造的對象，他對 50年代初期的感受，確乎和王蒙有著很大的不同。1952年他的思想改

造總結被京滬渝報紙刊出，而友人告知該文被政府譯成英文對外廣播宣傳，以作招降胡適等

之用，他的反應則是：“此事使宓極不快，宓今愧對若人矣。”又如參加小組學習會，“勉

強發言，謂早知美國之弱點，作戰必遭敗衄。又謂必全亞洲解放，乃得和平云云。循例隨眾，

不得不言，既違良心，又不合時宜，殊自愧自恨也。”2因此，某種程度上，這種蜜月體驗，

可以說是基於左翼革命邏輯內部的體驗。中共革命獲得全國的勝利，誠如艾奇遜所言，一方

面是國民黨的腐敗和漸失民心，另方面也是“中共則經由嚴酷之紀律訓練，並有瘋狂之熱

忱，用能自居於人民保護者及解放者之地位，以求售於人民。故國軍無須被擊破，而即已自

行解體”。3中國革命在向全國迅速擴展的同時，其“人民保護者及解放者”的革命邏輯也

必要向全方位滲透。當艾奇遜仍寄希望於中國“固有之深邃文化和民主個人主義，終將重行

發揮其力量，而將此外來桎梏，掃蕩無餘”時，毛澤東則以聞一多、朱自清為例，反擊說，

那些“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一道“喊口號、講革命”。4 

這種基於左翼內部的革命體驗如何擴展到整個社會，將個人有效地納入、整合到國家

中，並形塑革命中國的形象，這是中共建政後亟需處理的問題。在理論上，中共依賴的是新

民主主義革命的論述，這樣的論述在實踐中借助抗日戰爭形成強大號召力，吸引了大量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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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革命青年投奔延安，使中共具有了“人民保護者及解放者之地位”。而現在，這樣的經驗

則需要擴展到全國，在短短的幾年內，中共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 

一 

 

在中共 50年代初期的政治思想教育中，“新愛國主義”是一個重要的內容，也是國家

論述的一個重要組成。“新愛國主義”有著明確的內涵：“今天我們所講的新愛國主義，不

是一般的愛國主義。我們用新愛國主義這個名詞，為的是一方面和反動的狹隘愛國主義相區

別，另一方面也和過去在新中國沒有誕生以前那種歷史條件下的革命愛國主義相區別。”所

謂的“反動的狹隘愛國主義”是指那種“極其自然發生的愛國主義情感”，在“還沒有和革

命的政治認識相結合起來的時候，它往往和那種只看到本國的利益、看不到其他人民利益的

自私思想和唯我獨尊的自大思想，以及和那種——怕與外國接觸的閉關主義、怕與外國合作

的孤立思想，以及狹隘的宗派主義、地方主義聯繫在一起。因而本國的反動階級，本國的野

心家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來說，還有站在幕後的帝國主義侵略者們）就抓住這個弱點，

利用人民群眾的這種愛國主義情感，進行欺騙，來實現他們反對中國人民、反對世界進步力

量的卑鄙目的。把它引向狹隘的愛國主義錯誤的道路。”而“革命的愛國主義”正和“狹隘

的愛國主義”相反，“如果狹隘的愛國主義是反動派用來進行反人民活動的一個工具，那麼

革命的愛國主義就是人民在革命中極其重要的武器。如果說狹隘的愛國主義把人民中間原先

自然發生的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感惡意地引向錯誤的道路，那麼革命的愛國主義卻發展了這種

真正愛國主義情感，使它和人民革命運動結合起來。”而“新愛國主義”因由中國革命的勝

利，處於“新的歷史條件之下”，較之“革命的愛國主義”，其“組織群眾、動員群眾的作

用”，則“要偉大得多”。“新愛國主義，不是說它和五四以來的革命愛國主義有本質上的

不同，而是指它有不同的內容，不同的意義。”這個內容就是“保護”和“發展”“新民主

主義社會制度”。5  

這樣的論述，重點是將愛國主義同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特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論述進

行連結，使得愛國主義這樣一種樸素的情感獲得政治內容，一方面使它和舊政權的“國家至

上”和“民族復興”的狹隘的愛國主義相區隔；另方面又使自身與“革命的愛國主義”在時

間上相延續，以獲得歷史合法性，同時又有一種指向未來的性質。值得注意的是，“新愛國

主義”儘管也以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感為媒介，但並不以此作為其合法性來源，其合法性基礎

卻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論述。而 5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的快速恢復並發展被有意識地與新民

主主義社會制度進行因果關係的連結，則被認為是社會制度優越性的結果。6因此，當革命

論述在不失其正當性和有效性並被廣泛接受時，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感和政治內容的結合，就

會產生出極為強大的組織力和號召力，這也是中共從抗戰到建國初期具有強大動員能力的一

個原因。而在今天，當新愛國主義所賴以建立的國家論述遭遇到合法性危機時，它就部分地

不再具有強大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因由這種理想性的缺失，它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上就被狹隘

的愛國主義所替代。 

儘管有了“新愛國主義”的論述及普遍的思想教育，但要使之深入人心並培育出國家意

識，卻還需要一場以運動模式為載體的全方位的組織動員來完成，而“抗美援朝”運動以其

“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保護和發展”“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國家制度”成為“新愛國

主義”運動的最主要內容及載體。周恩來如此評價：“這次動員的深入、愛國主義的發揚、

超過過去任何反帝國主義運動，這是一次空前的、大規模的、全國性的、領導與群眾結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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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它的力量將是不可擊破的。中華民族的覺醒，這一次更加高揚起來了，更加深入化了。”

“抗美援朝這個運動收穫是很大的，假使沒有這樣的敵人，我們是不會把這些力量都動員起

來的，在這一點上來說，我們也很感謝美帝國主義給我們的教訓。過去是國內敵人把我們逼

成一個強大的力量，今天是國外敵人又要把我們逼成更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可以斷

言的。”7 

抗美援朝戰爭從 1950年 10月中國出兵朝鮮到 1953年 7月簽訂停戰協定，歷時近三年。

在國內展開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大致經歷宣傳教育、普遍動員和與日常工作生活結

合幾個階段。前期是抗美援朝開始前的“保衛世界和平簽名運動”和“反對美國侵略臺灣、

朝鮮運動周”。1950 年 5 月，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會發佈通告，“號召我國廣大人

民在世界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瑞典會議的禁用原子武器的宣言上簽名”，以表示“反對戰

爭、保衛和平的決心和力量”。81950年 6月，朝鮮戰爭爆發，7月，中國人民反對美國侵

略臺灣朝鮮運動委員會在北京成立，回應世界工會聯合會組織的“全世界積極支援朝鮮人民

周”，並在 14日發出關於舉行“反對美國侵略臺灣、朝鮮運動周”的通知。其最主要論述

是：美帝國主義武裝侵略臺灣、朝鮮的行動表明，它正陰謀扮演當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和亞洲各國的角色。為了保衛我們所取得的勝利成果，保衛新中國，我們一定要反對美帝侵

略。運動開始階段：1950年 11月 4日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發表聯合宣言，中雲：“唇寒則齒

亡，門破則堂危。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不止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國全體

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關聯著的，是為自衛的必要性所決定的。救鄰即是自救，保衛祖國必

須支援朝鮮人民。”911 月 22 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表通告，“要求在全國普遍深

入地開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主要任務是“普及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時事政治教育，推

廣仇視、鄙視和蔑視美國侵略者的運動，以喚起全國各階層人民對於美國侵略者的同仇敵

愾，掃除美國帝國主義殘存在中國一部分人中間的有害影響”，10由此開始了廣泛的時事宣

傳教育階段。運動高潮階段：1951年 5-6月，鑒於朝鮮戰爭不會短期內結束，1951年 3月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佈通告，要求在“全國普及深入抗美援朝運動”，“務使全國每一

處每一人都受到這個愛國教育，都能積極參加這個愛國行動”。通告還詳細規定了在 4月下

旬，“全國城鄉人民盡可能普遍召集小型的會議，在這些會議上應當控訴日美侵略的罪行，

以及日美走狗蔣匪特務迫害人民的罪行，舉行擁護締結和平公約的簽名，舉行日本問題的投

票。沒有簽訂過愛國公約的群眾，可以利用這樣的會議簽訂愛國公約。”在 5月 1日，“全

國城鄉人民盡可能普遍舉行大示威，以抗美援朝、反對武裝日本、保衛世界和平為示威的主

要內容，推動全國抗美援朝運動更進一步。”同時，還要求“全國各宣傳教育文化機構，包

括學校、夜校、文化館、圖書館、識字組、讀報組、報社、廣播台、畫報社、出版社、書店、

文學團體、音樂團體、美術團體、戲劇曲藝團體、文藝工作團、電影廠、電影幻燈放映隊、

電影院、劇院、遊藝場等，以及全國各公共場所，包括工廠、商店、市集、旅館、車站、列

車、交通要道、公園、名勝區、廟會等，均制定今年內的宣傳工作計畫，來配合普及和深入

抗美援朝、反對武裝日本、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需要。”115 月之後，是抗美援朝運動的深

入階段。6月 1日，抗美援朝總會又發佈關於推行“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和“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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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軍屬烈屬”的號召，使得抗美援朝運動同各階層人民具體的日常工作生活能密切結合，並

用條約形式固定下來，“成為絕大多數人民步伐整齊的進軍”，是人民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的一個便利的形式。 

二 

“仇美、鄙美、蔑美”的“三視”教育是抗美援朝運動初期宣傳教育工作中最重要的內

容，蓋由當時社會存在許多“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因此必須堅決肅清。從國家意識

建構的角度，也必須在二元對立的結構中確立一個對立面。“恐美”思想比較普遍存在於一

般民眾中，而“親美”、“崇美”則較多地存在于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以及宗教界人士中。

即使沒有朝鮮戰爭，肅清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問題，中共也是非常重視的。1949 年美國國務

院發表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毛澤東就少見地對此接連寫了數篇文章批駁、回應。12而

通過抗美援朝運動，逐步肅清“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後，周恩來就認為“這

更是一個無價的收穫”，因為“這種侵略毒素不是一天侵入的，是長期地不知不覺迷惑、麻

醉侵入的”。13可見其意義是遠在單純的戰爭動員之上的。 

為了更好地進行“三視”教育，中共專門編寫了《怎樣認識美國（宣傳提綱）》的小冊

子，從中可以看到其主要的論述邏輯。第一部分是“仇視美國，因為它是中國人民的死敵”，

從“目前”到歷史，共列數十條事例說明美國對中國的侵略。第二部分是“鄙視美國，因為

它是腐朽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全世界反動墮落的大本營”，指出美國被少數資本家控制，對

內政策是壓迫和剝削人民，絞殺民主，絞殺文化；對外則是侵略和戰爭的政策。第三部分是

“蔑視美國，因為它是紙老虎，是完全可以打敗的”，這是因為它在政治上孤立，在軍事上

也存在戰線過長、兵力不足等弱點，雖然有原子彈，但並不可怕等等。14這是至上而下的宣

傳提綱，在具體運用的過程中，還必須以各種各樣的形式配合，還要發動群眾用自己的經驗

來教育自己，才能達到教育的效果，比如各種控訴會，以群眾親歷、親聞、親見的活生生事

實，揭露美帝國主義的殘暴罪行，使他們對美帝國主義的理性認識與自己的真情實感相結

合，樹立起深刻的仇美思想。1950年 12月中共就要求“在工廠、機關、學校、街道、團體、

里弄舉行集會，控訴美帝國主義的罪惡，批判親美、崇美、恐美的錯誤思想”，並提出如下

五類人做演講，效果最好。“或由對美國侵略中國的歷史和現狀有研究人，進行有系統的演

講；或由曾在美國留學的人，講述其親歷、親見、親聞的美國反動、黑暗、腐敗的情形；或

由曾受美帝國主義禍害的人，訴說美帝暴行及其所加於自身的苦難；或由曾受日寇蹂躪的

人，將日寇的荼毒與美帝對比；或由過去曾受美帝及其走狗欺騙，抱有親美、崇美、恐美的

人，傾吐和批評自己的糊塗觀念和錯誤打算，都最能激起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和蔑視，提高

其自己和周圍群眾的思想認識。”15 

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國有著深厚的影響，當時大約有 400萬信眾，其中基督教會多與美

國有著密切的聯繫，受美國教會的資助、控制，而他們舉辦的一些慈善、教育事業，對開展

仇視美國的思想教育運動來說，又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如何處理它們，應該是“三視”

教育的一個重點。事實上，在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前，中共已將基督教和天主教同帝國主義文

化侵略相聯繫，被認為是帝國主義進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而且，有些組織還是帝國主義的間

諜機關。《人民日報》社論指出，“許多傳教士與中國的封建地主、官僚、買辦相結托，巧

取豪奪，欺壓善良，以致在中國人民中引起了許多次嚴重的反抗，在我們的歷史上留下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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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斑斑的事蹟。教會人員與美蔣勾結進行反共反人民的事例，稍遠如抗日戰爭期間，法國天

主教系統雷鳴遠（比籍）和美國系統天主教系統曾任新鄉教區主教的米甘（美籍）在陝北、

晉南和豫西北一帶的情報活動。最近如解放戰爭中被連續破獲的邢臺、齊齊哈爾、獻縣、瀋

陽的間諜案。”16在中共的推動下，1950年 9月，基督教方面吳耀忠等人推出《中國基督教

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宣言》，12月，四川廣元天主教王良佐等發表《自立革新運動

宣言》，號召教徒切斷與帝國主義國家的聯繫，實行“自治、自養、自傳”（三自運動）。抗

美援朝運動展開之後，宣傳重點轉為對外國傳教士及從事間諜的神職人員的控訴。其中比較

有影響的是教會所辦的育嬰堂的虐嬰事件的控訴。其中一個是廣州聖嬰育嬰院的“血案”，

《人民日報》指控其是在“慈善事業”、“宗教事業”掩護下的“殺人場”，“這些吃得腦

滿腸肥的兇犯，兩年之中殘害了他們所收容的四千名中國兒童，僅僅在解放以來的一年多期

間，他們就直接間接害死了兩千多無辜的兒童。被害兒童的屍體，填滿了死仔井，目前只剩

下四十多個可憐的孩子，被他們折磨得奄奄一息。”17在對此案進行公審並控訴時，組織者

專門從死仔井中挖出 5桶帶有屍骸的泥土放在現場，以營造效果。控訴會上，特別安排了那

些失去女兒的母親，埋葬死嬰的工人，倖存的孩子進行控訴。會場上是哭聲一片，群眾紛紛

要求嚴懲兇手。18在對外國傳教士其他罪行的控訴中，效果似乎都不及對育嬰堂虐嬰事件的

控訴。比如 1951年 6月重慶天主教會召開大會，要求驅逐教廷駐華公使黎培裡，董世祉就

在會上公然發表《兩全其美，自我獻身》的演講，說要把靈魂獻給天主，而把肉身獻給國家，

以求政教之諒解。場面極為尷尬。因由對教會育嬰堂的控訴具有良好的效果，1951 年全國

各地就發掘出許多類似的事件，大量關於育嬰堂的罪行被控訴，而且其控訴的步驟也基本相

同，顯然是經驗總結後的推廣。 

現在看來，這樣的指控當然有些誇張，但也並不是全沒有接受基礎。如 1870年著名的

“天津教案”，是年天津流行瘟疫，仁愛修女會所辦的孤兒院中，嬰兒死亡率較高。於是謠

言四起，控告神甫、修女派人迷拐小孩，挖眼剖心製藥，成千上萬群眾開始焚燒教堂和孤兒

院、殺神職與修女。曾國藩負責此案，妥協外人。事後慘遭詬詈，竟加之以賣國賊封號。此

事傳開後，各地民間就一直有教堂殺小孩做藥的各種傳說。值得注意的是，在 1951年對育

嬰堂虐嬰的控訴中，“天津教案”重被提起，並被作為洋教士殘害中國兒童的歷史依據。19

因此，對老百姓來說，面對從井裡挖出的白骨，相信這是虐殺並不困難，況且控訴會上還有

人證。更可恨的是，這一切都是在披著慈善的外衣下做出來的。如果說在老百姓心中，教會

原還有善心做支撐的話，那麼現在，沒有什麼比道德的坍塌更讓人仇恨了。將此和上述的董

世祉事件做一對比，就可以發現，中共可以說他是“黎培裡的忠實走狗”，可以說他是“詭

辯”20，但很難在道德上對他進行指控。所以，較之那些教會間諜或政治反動分子，儘管育

嬰堂虐嬰在政治的反動性和破壞性上要低很多，但對他們的指控，卻更容易激起仇恨，而且，

這種仇恨很自然地就引向了美帝國主義並同時激起愛國熱情。這是“三視”教育中最為成功

的地方。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會長郭沫若在總結一年來抗美援朝工作時，如是說：一年以來，

我國人民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所獲得的另一偉大勝利，是全國範圍內愛國主義的新高漲。我國

人民在基於愛國主義的基礎上，發動了抗美援朝運動；而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我國人民受到

普遍而深入的愛國主義教育，這就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覺悟。一年以來，我國人民已有

百分之八十受到了愛國主義教育，基本上掃除了美帝國主義百餘年來對中國進行軍事、政

治、經濟、文化侵略和懷柔、欺騙所遺留下來的“親美”、“崇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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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錯誤心理；樹立了仇視美帝國主義，蔑視美帝國主義，鄙視美帝國主義的心理；大大提高

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強了同仇敵愾、打敗美國侵略的決心。這是我國人民抗美援朝運

動在思想戰線上的偉大勝利，在這一思想基礎上，產生了徹底擊敗美國侵略的物質力量。21 

三 

抗美援朝運動前期的重點是通過時事宣傳教育，通過“三視”運動來激發人民的愛國熱

情，這個階段的高潮是 1951年 5月 1日為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而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舉行

的反美示威大遊行。在此之後，就進入將這樣高漲的愛國熱情轉化到日常具體的工作生活中

的階段。大量的群眾活動，集會、遊行固然能迅速地激發起群眾的熱情，但這樣的熱情並不

能以此種方式長久地保持，故必須“及時地將群眾性的抗美援朝熱情引導到加強各方面的實

際工作中去”，“無論在城市或鄉村，‘五一’以後的抗美援朝運動進行的方法，應與四月

下旬的有所不同，最重要的是應當減少大規模的群眾活動，防止開會過多，並應十分注意珍

貴幹部和群眾的時間與精力。”22將抗美援朝運動同經常工作、實際工作結合起來，一方面，

是將抗美援朝的愛國熱情深入和具體化，另方面則是具體的工作獲得動力、意義和提升。“愛

國運動一經與經常工作、生活相結合，就有了實際內容，收到實際效果，同時又可以使得這

個運動進一步地開展起來。這就是把群眾的切身要求、日常生活和國家利益聯繫起來，使得

發動群眾更為普遍與深入”，而“我們的經常工作和愛國運動結合了起來，也就有了政治意

義，有了明確的目的，就能動員大家自覺地把經常工作做得更好，因而使愛國運動真正發揮

作用。大家工作、生產、學習，都是為了抗美援朝、保衛祖國、建設祖國，為了國家、人民

的利益。單純為了個人，並不能使我們在工作中增加勇氣和責任感，恰恰相反，不計較個人

得失，全心全意地工作，就會無敵不摧、無堅不克。因為大家都看到了一切大小的工作成績，

都是國家的偉大的成就的一部分；就都會受到這一成就的激勵，因而更加做好工作。”23 

愛國公約運動的推廣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在抗美援朝各項運動中，愛國公約運

動是最具廣泛性的一項，它可以把其他運動，諸如增產捐獻、擁軍優屬等等通過簽訂愛國公

約的形式納進來，同時，它又和每個人的具體的工作生活密切相連，是最能體現如何將抗美

援朝的愛國熱情深入落實到個人一項運動，因而在當時受到特別的重視。這個在抗美援朝運

動初期由工商界自發產生的愛國行動，一開始還只是著眼於按時足額納稅以支援抗美援朝，

但它所具有的政治意義很快就被注意到了：“訂立愛國公約，是人民群眾在這次抗美援朝運

動中，自己創造出來，用以表示愛國決心和愛國行動的一種方法。人民群眾的這一個創舉，

具有深刻的革命意義，它使各階層的愛國人民更進一步地在行動上團結起來，並將推動我們

國家的革命鬥爭和建設工作的加速度前進。愛國公約是由人民群眾自覺自願地訂立的。它集

中了人民群眾反帝愛國的鬥爭意志和鬥爭熱情，把這種鬥爭意志和鬥爭熱情以公約形式加以

鞏固，並使之變成愛國革命的實際行動。人民群眾訂立愛國公約，就是為自己樹立一個反帝

愛國的奮鬥綱領和計畫。人人按照公約執行，在一定時期內完成一定範圍的愛國任務，就將

匯成無比巨大的力量，給國家作出很多貢獻。通過愛國公約這一形式，實際上把人民群眾的

個人的愛國行動和我們國家的總的政治鬥爭連結起來了。”24 

某種意義上，這是個人和國家簽訂的一種契約，個人以這種方式整合到國家中。只不過，

在這裡國家是隱形的。形式上這是自己對自己簽的契約，同時又可以監督別人並且也受別人

的監督。這似乎意味著國家不是個人的對立面，而是內化為自己。自己對自己的要求也就是

國家對自己的要求。這就是國家意識中的主人翁精神了。正因此，愛國公約才會被看成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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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具體化”，25是“人民群眾進行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

是我們党領導人民在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下鞏固我們偉大的祖國的基本方法之一”。26 

但在愛國公約運動落實的過程中，並非所有人特別是領導幹部都瞭解這一形式背後巨大

的政治意涵，因而在工作中出現一些偏差。主要表現為領導不重視，只是為了完成任務，因

而出現只訂不執行，甚至在訂的過程中包辦代替的現象。事實上，愛國公約訂立的過程，本

身就是一個極好的自我教育的過程。比如，訂立時要深入到下層人民群眾中去，領導他們以

各種較小單位的範圍訂立愛國公約，盡可能做到參加公約的每個人都有具體的任務和作法；

在具體訂立中既不要太抽象，也不要太瑣碎，而應該根據自身情況來制訂；訂立要經過充分

的醞釀和討論，討論要越民主越好；最後還要有定期的檢查和總結等等。27這些步驟，都是

個人融入集體時，必要的自我修煉過程。 

 

如果說抗美援朝運動中的“三視”教育，更多地是通過集會、遊行等大規模群眾活動來

完成的話，那麼“愛國公約”運動則正好相反，多以小範圍的醞釀討論產生。這是一個有趣

的對比。不過，它們要處理的卻是同樣的問題，即個人與集體、國家的關係，個人如何通過

這些運動而融入集體，產生國家意識。在我看來，前者是一種被吸納的狀態，在集會、控訴、

遊行等具有強烈磁場效應氛圍中，個體很容易不由自主地被吸附進去。而後者，卻是以個體

為主，在不斷的醞釀討論中，集體、國家內化為自己的要求。二者在邏輯上屬遞進關係，共

同確立自身的國家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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