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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
是党的喉舌。在抗美援朝决策中， 《人
民日报》贯彻中共中央决策意图，配合
其决策部署，为出兵朝鲜作了充分的政
治、思想和群众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日报》 宣传
报道的内容主要是“和平”“经济”
“发展”。朝鲜内战爆发后，对美国
侵略行径的抗议、声讨和朝鲜人民
的反抗侵略给予了较多关注

朝鲜战争爆发前，随着大规模军事
斗争逐渐结束，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逐
渐从战争转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
展国家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在中
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
为恢复和发展经济，新中国需要三至五
年的和平喘息时间，以恢复到战前的经
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为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新中国公布施行
《婚姻法》、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

有计划地进行部队整编和复员工作等。
《人民日报》在宣传报道上贯彻中共

中央决策部署，直接传达着中共中央的
声音和立场，把宣传报道的关注点集中
在维护和平环境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
展上。据统计，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
成立至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人民日报》共有15882条新闻报道，其
中有“和平”两字的报道共2739条，有
“经济”两字的共2652条，有“发展”两
字的共3524条，有“军事”两字的共
1237条，而有“朝鲜”两字的共486条，
只约占3.1%。即使到了朝鲜内战爆发的
当月， 《人民日报》报道的1808条新闻
中，有关朝鲜的内容只有66条，约占
3.7%。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
争之初，朝鲜军队攻势迅猛。金日成认
为两三个星期之内就可结束战斗，取得
战争胜利。中国领导人也认为战争很快
就会毫无悬念地分出胜负，因此，关注
焦点并没有随着朝鲜内战的爆发而发生
转移。但是，朝鲜战场毕竟在中国边境，
中国领导人对朝鲜局势的关注度显著提
升。这在 《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中体
现出来。朝鲜内战爆发的第二天，26日，
《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了朝鲜内战爆发
的消息：“南朝鲜的伪国防军突于二十
五日拂晓在三八线全线向北朝鲜发动了
意外的进攻。”同时报道了朝鲜内务部发
表的公报，“假若南朝鲜伪政府当局不
立即停止对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冒险进

《人民日报》对中共中央
出兵朝鲜决策部署的宣传和报道
■ 陈少铭

1950年9月30日 ， 周恩来在国庆节
庆祝大会上发出警告： 中国人民对美国
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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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朝鲜“将采取决定性的对策，打击
敌人”。这一报道因朝鲜南北方经常发生
军事摩擦而没有引起中国国内普通群众
的广泛关注。27日， 《人民日报》第一
版以 《朝鲜共和国军队转入反攻》为大
字标题，以2／3左右的篇幅报道朝鲜内
战消息，并配发一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形势图，同时在发表的 《朝鲜人
民为击退进犯者而奋斗》社论中明确指
出：“朝鲜的全面内战爆发了。”从这天
开始，朝鲜内战成为《人民日报》报道
的主要国际新闻内容。据统计，至1950
年8月，在《人民日报》 1791条新闻报道
中，涉及朝鲜的报道共461条，约占全部
新闻报道量的26%。与前一时期相比，
《人民日报》对朝鲜问题的报道比例大幅
度增长，反映出新中国对朝鲜局势的关
注程度。

由于朝鲜人民军进展顺利，中国领
导人虽然未雨绸缪，在出兵朝鲜问题上
做了必要准备，但并没有进入实质性操
作阶段。《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主要
是对朝鲜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报道朝鲜战争的性质和新中国
的立场。朝鲜内战爆发后，中国政府的
立场就通过 《人民日报》鲜明地表达出
来。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朝
鲜人民为击退进犯者而奋斗》，认为战争
是李承晚集团和美帝国主义早已准备好
了的。28日， 《人民日报》以新华社名
义发表 《美紧急援助李承晚集团，华府
连夜召开外交与军事首脑会议》，明确指
出是美国指使南朝鲜李承晚政府发动了
战争。报道在李承晚的军队前面加上
“伪”字，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感
情倾向。29日， 《人民日报》全文刊发
周恩来27日的声明，认为：“美国政府

指使朝鲜李承晚傀儡军队对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
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
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也正是
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行
动。”明确界定了战争性质和战争的发起
者、战争责任问题，也更加明确地表达
了中国政府的立场。7月26日，按照中央
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对朝鲜战争进行旗帜
鲜明宣传报道的指示，《人民日报》发
表《关于朝鲜战争诸问题》，系统梳理和
全面介绍朝鲜历史、地理和朝鲜战争情
况，并对朝鲜战争的性质进行明确认定：
“朝鲜人民所进行的正义的人民解放战
争，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全民战争。”

二是报道对美国侵略行径的抗议、
声讨。在国内新闻中，抗议美国侵略朝
鲜的内容涉及了各界群众。比如7月23
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北京、上海等
地群众的抗议运动。24日，《人民日报》
报道了北京市各界妇女、民主促进会、
九三学社、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华
东军政委员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新
疆人民民主同盟、老苏区农民、北京工
人等开展的多种形式的反对美国侵略的
大会、通电、慰问信等。31日， 《人民
日报》报道了上海群众开展多种多样的
反侵略运动，华东人民海军决心给美军
第七舰队以致命打击，各公营工厂发起
运动向侵略者示威，石景山发电厂职工
通电号召反对美国侵略，花纱布、粮食
等公司职工准备参加“八一”大示威，
北京六区摊贩2000余人集会拥护世界和
平反对美国侵略，私营工商业广大职工
普遍参加反侵略活动等。在国际新闻中，
《人民日报》报道人民民主国家和社会主
义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工人群众和共产
党组织对朝鲜的支持立场。比如6月30

日，《人民日报》报道纽约劳工和平分
会发动百万人签名运动，并即将举行和
平示威。7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波
（兰）、捷 （克斯洛伐克）、匈 （牙利）、
保 （加利亚） 等国舆论痛斥美帝侵略朝
鲜，美国芝加哥工会领袖要求立即撤退
朝鲜美军，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发表声明
要求政府不要奉行美国命令等。18日，
《人民日报》报道意大利和平签名逾1000
万人，日本工人拒运军事物资并拒修美
舰。26日，《人民日报》报道国际民主
妇联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美国总统
杜鲁门要求他们尊重《联合国宪章》，巴
西共产党发表声明斥责美国侵略朝鲜。8
月8日，美国共产党、进步党、劳工党等
进步组织抗议美政府蛮横镇压和平运动，
呼吁在公正的基础上解决朝鲜问题。22
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致电安理会抗
议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以色列共
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等等。
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知，在国际
上，反对美国侵略朝鲜的呼声遍及世界
各地。

三是报道朝鲜人民军的胜利、“联
合国军”的失败。比如6月29日，《人民
日报》报道了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的消
息，认为这是“朝鲜人民的一个伟大胜
利”。6月30日、7月15日， 《人民日报》
报道了朝鲜人民军胜利挺进、李承晚傀
儡军队狼狈向南流窜和美侵略军因节节
败退三易主帅的消息。7月27日、8月8
日、8月15日、8月20日、9月4日， 《人
民日报》报道朝鲜人民军解放报恩荣州、
突破美军洛东江防线、解放东海岸重要
港口浦项、解放要地咸安并重创美军第
25师主力等消息。9月9日、11日、14日，
《人民日报》报道朝鲜人民军续歼4000余
人、美国防部长约翰逊被撤换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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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军仁川登陆前，《人民日报》对朝
鲜人民军胜利、“联合国军”失败等内
容的报道，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对朝
鲜战争的关注度和增强了认为朝鲜必定
取得战争胜利的坚定信心。

“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
变得越来越严峻。中国领导人对局
势变化的担忧迅速在 《人民日报》
报道中反映出来，但并没有引起美
国情报部门和美国决策层的足够重视

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在朝
鲜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将朝鲜战场截
成两段，并对朝鲜人民军南进兵团实施
合围。在大邱包围圈里的美军和南朝鲜
联军立刻破围而出，南北夹击人民军南
进兵团，朝鲜战局逆转。为应对严峻复
杂态势，中国领导人一方面通过有关国
家传递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
另一方面不断通过 《人民日报》表达立
场，力图延缓“联合国军”的军事攻势。
当然，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局严峻形势
的判断不是体现在 《人民日报》有关朝
鲜问题内容报道数量的增加上，而是体
现在声明用词的严厉程度上。

在“联合国军”仁川登陆的当天及
随后两天，即9月15日、16日、17日，
《人民日报》虽然依旧报道了朝鲜人民军
的战报，认为人民军在各战线上击溃敌
军的抵抗，继续与顽抗的敌军进行激烈
的战斗，但没有透露出“联合国军”在
仁川登陆的重大信息。这一方面是因为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仁川登陆的
突然性，导致战局急剧逆转；另一方面

是因为中国领导人需要时间来讨论、研
判战局，不想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发布消息，以免引起民众的心理恐慌。
因此，9月17日的《人民日报》依然报道
了金日成9月9日发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的广播演说。金日
成的演说充满了对朝鲜解放事业的乐观
精神。可见，尽管战局发生重大变化，
中共中央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与“联
合国军”仁川登陆之前相比， 《人民日
报》对朝鲜内战报道的主基调没有根本
变化。其间，谴责美国侵略和屠杀朝鲜
人民依然是 《人民日报》报道的重要内
容。比如9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
国际记者协会闭幕会通过谴责美国侵略
朝鲜的决议，并以大会名义致电联合国
秘书长赖伊，抗议美国飞机野蛮轰炸朝
鲜人民，敦促安理会以合法与和平的方
式迅速解决朝鲜问题。10月3日，《人民
日报》报道了新华社引自苏联塔斯社的
消息，报道了美军与李承晚伪军使用卑
鄙的手段，不分男女老少，殴打、屠杀
大量和平居民的暴行。

作为决策者，中国领导人敏感地意
识到“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对朝鲜战局
的重大影响，并立即采取必要措施。
《人民日报》在宣传报道中体现了这一重
大策略转变，9月23日，《人民日报》报
道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居留
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利回去保卫祖国。”
这实际是对美国企图越过三八线提出警
告，表达了新中国支持朝鲜的坚定立场。
在朝鲜战局已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为遏
制“联合国军”的攻势，25日，解放军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
迦说，“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绝不会
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
破坏，但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

美国的侵略行径”。而“联合国军”并没
有理会新中国的警告，更没有停止向前推
进的步伐，美军于28日攻占汉城。30日，
当“联合国军”抵达三八线一带时，朝鲜
局势严峻程度已超出新中国领导人所能承
受的限度。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
周恩来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为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举行的庆
祝大会上的讲话，表达中国政府的严正立
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
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
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
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
之不理。”这是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正式
声明，也是强烈的警告。这一讲话向外界
展示了中国政府对朝鲜战局的基本看法和
应对朝鲜战局的基本方式。美国情报机构
认为这则报道是中国向“联合国军”施
压，防止其推进到三八线以北的外交辞
令，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为讨论出兵问
题，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10月4日
至5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
议，经过充分讨论，最终作出出兵朝鲜的
决策。8日，毛泽东正式下达组成中国人
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
员，率军入朝作战。

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反映在 《人民
日报》 宣传报道中，就是自9月下旬以
后，对朝鲜战况的报道明显减少。据统
计，从9月15日至10月8日，在 《人民日
报》上发表的1538条报道中，只有80条
标题含有“朝鲜”二字，只占总报道数
的5.2%。与8月关于朝鲜的报道约占全部
新闻报道量的26%相比，比例大幅度降
低。这明显反映出中共中央战略决策开
始发生变化。到10月上旬，大致每天只
有一条关于战况的消息，字数渐趋简短，
内容也主要集中在发布朝鲜战况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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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美国的侵略。9月19日的《人民日报》第
1版下方有关朝鲜战局的消息中，有1条
转引塔斯社平壤17日的报道：“在浦项
以南的战斗中因人民军部队有力打击而
遭受重大损失并往南撤退的敌军，已获
得人员的补充，现正在飞机的掩护下进
行反攻。”透露出朝鲜战场局势发生重大
转变。报道说到仁川登陆战时，引用朝
鲜人民军总司令部消息，“美国事前集
中了美英两国300艘军舰 （其中包括战
舰） 和500余架轰炸机与战斗机，于9月
15日和16日两日掩护4万余名配备有重炮
和坦克的步兵在仁川登陆”。可惜这条消
息当天没有作为重要消息来处理，湮没
在诸多消息之中。对普通读者来说，这
一消息只是作为朝鲜战场上一场普通的
战役解读的，并没有读出“联合国军”
在仁川登陆对朝鲜战局的转折性影响。

在出兵朝鲜决策过程中重要的两
天———10月8日和9日， 《人民日报》的
报道共112条，涉及朝鲜的只有8条，约
占7.1%，比例明显降低。8日， 《人民
日报》 发表3条有关朝鲜战场消息，分
别是 《朝鲜人民奋起卫国，各地爱国青
年纷赴前线参战，后方工农保证加紧生
产支前》 《朝人民军进行防御战，击退
企图渡过临津江之敌》 《朝鲜人民化愤
怒为力量，反对美侵略者的残酷轰炸》。
其中 《朝人民军进行防御战，击退企图
渡过临津江之敌》的战况简讯为：“各
线人民军部队与进犯的敌人进行激战，
在议政府以北地区，敌人继续向人民军
部队猛烈进扑。”9日，《人民日报》发
表了4条消息，分别是 《朝鲜人民军在
各线奋战，击退长箭附近登陆敌军，企
图强渡临津江敌军遭重大损失》 《美军
八个师已投入侵朝战争，国内后备部队
只剩两师》 《抗议美帝侵略朝鲜，伦敦

举行群众大会，决议要求和平解决朝鲜
问题》 《美妇女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
呼吁立即停止侵朝战争》。另外，当日
《人民日报》 还发表了一篇社论 《坚决
反对侵略集团对朝鲜问题的非法 〈决
议〉》 以及相关消息。社论指出，英国
等八国的提案否决了苏联等五国关于和
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公正提案，“表明美
英侵略集团已经不顾苏联等五国、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和平努力
和再三警告，把在远东的侵略战争的范
围危险地扩大了，也就是说，把对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威胁进一步逼紧
了。全国人民必须严重地注意这个形
势”。社论强调了朝鲜战争进一步发展
对新中国的威胁。事实上，中共中央在
出兵朝鲜问题上已形成稳妥、谨慎、秘
而不宣的决策思路，《人民日报》配合
了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并直接反映在
有关朝鲜战场的报道内容上。

为配合中共中央秘而不宣、首战必
胜的战略决策， 《人民日报》 在志
愿军发动第一次战役前，未发布志
愿军战报，也未刊登有关志愿军在
朝鲜战场的任何情况。直至志愿军
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后， 《人民日
报》才开始大规模报道

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1950年
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安东
（今辽宁丹东）、长甸河口、辑安 （今吉
林集安） 三个口岸跨过鸭绿江，秘密进
入朝鲜战场，正式出兵朝鲜。

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出兵朝鲜，主

要是因为中共中央对中美两国的实力差
距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在战术选择上
就体现出来了。为保证首战必胜，志愿
军对出兵消息严格保密，坚持“秘而不
宣”政策，一方面使志愿军能够进行充
分的战前准备；另一方面为了让志愿军
能够增强对“联合国军”打击的突然性，
提高实现作战目标的可能性。

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当天，毛泽
东致电有关方面人员时指出，对志愿军
入朝参战一事，“在目前几个月内，只
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
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
事”。按照这一指示，在志愿军进行第一
次战役期间，除例行公布朝鲜战况外，
《人民日报》从未发布志愿军战报，也未
刊登有关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任何情况。
比如10月27日、30日， 《人民日报》报
道了各地英雄模范表达“对美帝侵朝战
争不能置之不理，要保卫祖国安全”的
决心；10月29日、11月1日， 《人民日
报》发表朝鲜人民军战报：“人民军部
队继续在各战线对进犯的美军和南朝鲜
军进行防御战。”“在定州、泰川、云
山、熙川一线上，朝鲜人民军的猛烈反
攻，已使敌军遭到严重损失。”据统计，
从10月19日出兵朝鲜至11月4日第一次战
役结束，共计17天的时间内， 《人民日
报》共有新闻报道914条，内容涉及呼吁
和平、支持朝鲜人民的共258条，而直接
涉及朝鲜战争的有40条，占总报道量的
4.4%，与6月份报道有关朝鲜问题内容所
占的比例大体一致。而11月5日至8日，
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后的短短四天内，
《人民日报》共有184条新闻报道，而涉
及朝鲜战争的有16条，占8.7%，有关朝
鲜战争的报道内容比例几乎增加一倍。

第一次战役前后，为贯彻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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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表明志愿军已经入朝参战的决策
部署，《人民日报》通过报道消息或播
发社论等形式广泛发动群众，大规模宣
传报道抗美援朝战争，目的是动员人民
踊跃支援抗美援朝，争取世界舆论对中
国出兵朝鲜的支持。“在抗美援朝运动
中，全国80%以上的人民受到了爱国主义
和国际主义的教育。”

1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
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对于宣传的原则
作出改变，决定在全国逐步开展抗美援
朝宣传工作，并对宣传口径、方式作了
原则规定，要求各地报纸及各人民团体、
社会人士发表评论、宣言、谈话，广泛
宣传和拥护抗美援朝运动。根据这一指
示精神，当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
登 《不能坐视美帝扩大侵略！本报读者
纷纷来信主张实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很多读者并表示志愿赴朝参加反侵略战
争》。标题中第一次出现“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并将“保家”放在“卫国”之

前。这个动员口号将这场发生在国门之
外的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
是普通民众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客观
上起到了动员国内青年踊跃参军参战的
效果。11月4日，按照毛泽东指示，《人
民日报》在第一版左侧显著位置上转载
了天津 《进步日报》上刊登的北京大学
教员曾昭抡等300多人的联名信，引题为
《北京大学教员三百七十六人签名》，主
标题为《上书毛主席决心反侵略》，副标
题是《愿为保卫祖国献出最大力量》。此
后，《人民日报》关于支持朝鲜抗击侵
略、支持抗美援朝的报道篇幅明显增加。

11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
的位置上刊登出 《各民主党派联合宣
言》，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
侵略朝鲜的行动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
的安全。”“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
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
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神圣任务而奋斗。”刊登《宣言》时，标

题和文字的字号，都大过了平时这类报
道惯用的字号规格。同日的《人民日报》
还报道了华北、东北、中南地区及各大
城市，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还
报道了东北人民纷纷表示志愿援朝，沈
阳郊区已有千余人志愿赴朝参战的消息。
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我
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公
开报道中国人民支援朝鲜。社论认为：
“美国侵略者侵略朝鲜战争的火焰，在南
面早已延伸到我国的台湾，在北面现在竟
扩大到我国的鸭绿江边和图们江边了。”
只有我们抗美援朝，“帝国主义侵略分子
才能够得到教训，朝鲜和远东的和平才能
够恢复，中国才能够免于被侵略，才能够
在安全的条件下从事和平建设”。

8日，《人民日报》以《在中国人民
志愿军部队参加下，朝鲜人民军获重大
胜利》为标题，首次公开报道志愿军入
朝作战的消息。10日， 《人民日报》发
表新华社通讯 《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首次集会，决定委员会当
前任务是支持和领导全国人民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运动》，指出：“中国人民保卫
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当前任
务，是支持和领导全国各地爱国人民的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使反对美国侵
略的思想教育继续深入和普及。”社论中
确定了抗美援朝宣传的重点是以扩大宣
传的方式将反对美国侵略的思想教育继
续深入和普及。据统计，从11月5日至12
日，《人民日报》共有新闻报道350条，
其中出现“朝鲜”或“抗美援朝”字样
的新闻报道数量有184条，占到了全部新
闻报道的52.6%。可见，《人民日报》对
朝鲜战争的宣传报道已非常密集。随着
宣传运动的深入，党和国家的意志迅速
地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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