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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解放軍東北邊防官兵從國境內遠望鴨綠江對岸美軍轟炸朝鮮的
炮火

1951年1月24日
志願軍推進極限

釜山

「輕傷員不下火線，重傷員幫着壓
子彈（裝填彈匣、彈帶）。7天7夜，我
們跟敵人反覆爭奪陣地，頂住了一次又
一 次 的 進 攻 。 」 84 歲 的 上 甘 嶺 戰 役 一 等
功臣賈汝功，正在給成都市溫江區永寧
小學的孩子們講述這場戰役。當年的賈
汝 功 年 僅 14 歲 ， 但 抱 住 「 絕 不 讓 戰 火 燒
到祖國母親身上」 的保家衛國信念，毅
然踏過了鴨綠江。 「我們已經富起來、
強起來，但絕不能忘記那一場打出軍
威國威、打出自尊自信自強的立國之
戰。」
大公報記者 孫志、向芸
「當聽到毛主席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的號召時，我就去報名參軍了。」 賈汝功被編入
15軍45師135團的宣傳隊，跟隨部隊一路北上。

不在朝鮮打 就必然在中國打

▲1951年1月4日，志願軍官兵冒着敵軍炮火穿越漢江，向南推進

說古
論今

我們當初都不怕，現在怕什麼？

中國著名戰略專家時殷弘對
大公報指出，在抗美援朝戰爭中，
中國建立了對美國的根本戰略威懾
，以致美國在從事大規模的越南戰
爭時一直非常謹慎地避免引起與中
國的戰爭。可以說，抗美援朝戰爭
的勝利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
「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 軍事專家孫小偉認為，中國毅然
赴朝作戰，最終打敗了美國及 「聯
合國軍」 ，抗美援朝的偉大意義一
直持續到今天。
孫小偉說，中國人民是熱愛和
平的，我們沒有要取代美國的意願
，我們不想取代誰，我們只是想和
別人合作，把自己國家內部的事情

做好，讓中國老百姓的日子越過越
好。但這不是我們一廂情願的，就
像抗美援朝一樣。未來如果說在台
灣問題，或者是護衛在南海島礁利
益等方面，美國還有可能會繼續和
我們對着幹，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存
在。我們應該做好思想準備，中國
發展到今天，沒有一件事是靠跪求
得到的，靠的都是中國人民的勤勞
勇敢和不畏強敵。所以要丟掉幻想
，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
我我必犯人。在我們涉及國家安全
的問題上，中國過去不會退讓，今
後也絕對不會退讓， 「我們當初都
不怕，現在怕什麼？」
記者 孫志

大公報上的抗美援朝

反映民意 曝光入朝作戰

1950年11月8日，香港《大公
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條 「新華社
朝鮮北部某地七日電」 ，題目是《
朝鮮人民軍獲重要勝利 我志願部
隊已參加作戰》。這一天，上海《
大公報》、天津《進步日報》（由
津版《大公報》改組）以及《人民
日報》等中國各大媒體的頭條均是
這條電訊。《大公報》發表時，突
出了 「志願部隊已參加作戰」 這一
最重要的新聞點。
從當日起，中國媒體首次開始
報道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這個過
程中，大公報扮演了特殊角色。
1950年10月19日，志願軍入
朝當天，毛澤東要求在前幾個月內
不將此事做任何公開宣傳。11月3
日，《進步日報》刊登了北京大學
教授曾昭掄等人聯名致毛澤東的信
，抗議美國發動侵朝戰爭，決心為
保衛祖國而戰。毛澤東看到，極為
重視，當即批示： 「此件天津《進
步日報》已發表，北京《人民日報
》及《光明日報》似亦可以發表，
請酌辦。」 4日，《人民日報》頭

版轉載了這封信，題為《北京大學
教員三百七十六人簽名 上書毛主
席決心反侵略 願為保衛祖國獻出
最大力量》。
面對國內民眾同仇敵愾的熱忱
，公開披露志願軍的條件已趨成熟
。11月7日，毛澤東審改了志願軍
入朝作戰的消息稿，於8日公諸全
世界。
馬浩亮

賈汝功憶述，踏上鴨綠江大橋時，自己又
回頭看了看祖國。 「美國的目標不僅僅是朝鮮
，唇亡齒寒，這一戰如果不在朝鮮打，就必然
在中國打。」 當賈汝功和戰友看到被炸為一片
廢墟的朝鮮新義州時，心裏既難過又憤怒。 「
不曉得有多少無辜的老百姓葬身瓦礫中，我們
都說一定要打敗美帝國主義，絕不讓戰火燒到
祖國母親身上。」
為什麼抗美援朝是一場不得不打的戰爭？
著名戰略專家時殷弘向大公報指出，抗美援朝是
我們為了國家根本利益和根本尊嚴，為了中國有
一個最起碼的發展機會。 「唇亡齒寒，唇亡的威
脅不僅是地理空間上的，也是精神心理上、政治
威望上。」

2020年10月20日

志願軍抗美援朝大事記

今年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七十周年。在關乎新中
國命運的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戰爭中，中國與世界上最
強的軍隊為敵，殊死搏鬥。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曾說： 「在
三年激戰之後，資本主義世界最大工業強國的第一流軍隊被
限制在他們原來發動侵略的地方，不僅不能越雷池一步，而
且陷入日益不利的困境。這是一個具有重大國際意義的教訓
。」 大公報今起推出《紀念抗美援朝70周年》系列報道，同
讀者諸君回望史鏡，見證這場 「立國之戰」 、 「正義之戰」
穿越時空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1950年11月24日
「聯合國軍」
推進極限

跨過鴨綠江打 出 軍 威 國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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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嶺英雄：絕不讓戰火燒到祖國母親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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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6月25日
•朝鮮內戰爆發，其後美國操縱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非法決議，
組織 「聯合國軍」 武裝干涉朝
鮮內政
8月27日
•中國外交部部長周恩來就美空
軍侵犯中國領空，向美國提出
抗議，向聯合國提出控訴
10月7日
•美國侵略軍不顧中國警告，悍
然越過 「三八線」 繼續北犯，
企圖迅速佔領全朝鮮
10月8日
•中國組織中國人民志願軍，迅
即向朝鮮境內出動
10月19日
•志願軍跨過鴨綠江，開赴朝鮮
戰場，先後展開五次戰役，將
「聯合國軍」趕回「三八線」附近

1951 年
4月11日
•麥克阿瑟被撤職，李奇微接替
其 「聯合國軍」 總司令及美國
遠東軍總司令職務
7月10日
•朝鮮停戰談判在開城開始舉行

1952 年
10月14日
•志願軍進行上甘嶺防禦戰役

1953 年
7月27日
•《朝鮮停戰協定》簽訂，抗美
援朝戰爭勝利結束

「輕傷員不下
火線，重傷員幫着
壓子彈，7天7夜，我們
跟敵人反覆爭奪陣地，
頂住了一次又一次
的進攻。」

不上英雄榜 便馬革裹屍
講到出國前的誓師大會時，賈汝功的聲音
變得高亢起來。 「15軍軍長秦基偉在大會上說
：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我們的名字不上英雄
榜，便塗烈士碑，即使馬革裹屍，也是無上光榮
。』 後來這成為了大家共同的心聲。」
1951年12月，賈汝功被安排到高射機槍連
。次年10月13日，部隊奉命參加上甘嶺戰役。
在堅守上甘嶺期間，他接連擊落了美軍3架飛機
，第一架就在10月20日。 「敵方戰鬥機從太陽
的方向朝我們俯衝，瞄準的時候陽光刺得眼睛痛
到流淚。我瞇着眼睛一串子彈上去，它的機關槍
還在響，我馬上躲到工事裏。槍彈一過，我看到
飛機冒起黑煙一下栽在山上。」
「我們已經富起來、強起來，但絕不能忘
記那一場打出軍威國威、打出自尊自信自強的立
國之戰。」 在賈汝功看來，當今時代，是考驗也
是機遇，更需要把抗美援朝的精神發揚光大。 「
現在已經不是70年前，貿易戰整不倒我們、孤
立不了我們，我們熱愛和平但也要做好打仗的準
備，只有能戰才能止戰。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大家
共同發展、共同享有，人心就決定了勝負。」

上甘嶺戰役
一等功臣賈汝功

老兵
故事

戰火蔓延邊城 家家挖壕避險

遼寧丹東鴨綠江畔，立着一座
曾連接中朝命運的鴨綠江斷橋。70
年前的那個深秋，這座斷橋曾以完
整身軀護送志願軍第一批入朝戰士
奔赴異國前線，而後在美軍機地毯
式轟炸中剩下殘樑斷樁。
81歲的志願軍女護士姜守英
就住在丹東。除了在傷員身上感受
到戰爭的殘酷和激烈，身在丹東 「
後方」 的她亦親眼見證戰場硝煙。
「那時候對丹東影響最大的就是美
國的飛機，都是帶着炸彈轟鳴着。

掃瞄二維碼，
看抗美援朝老
兵講打出國威
之戰
▲姜守英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
大公報記者于珈琳攝

」 她回憶， 「家家都挖防空壕，就
是怕有飛機來轟炸。每次美國飛機
一來，丹東的防空警報響了，老百
姓就都鑽到防空壕裏避險。」

墜華美機證侵略野心
在鴨綠江邊中國一側經歷戰爭
的，還有今年89歲的志願軍老兵李
維波。作為駐吉林省一個高射炮兵
團的排長，他清晰地記得1950年
12月26日的情況， 「4架美國F-84
戰機俯衝轟炸我們保衛的鴨綠江江
橋。」 他指揮全排射擊，在空中形
成了密集火力網，擊落了由美軍高
級飛行員拉爾．卡麥隆駕駛的戰機
。 「那是整個戰爭中唯一一架被擊
落在中國國土上的美國戰機。」 李
維波語帶鏗鏘， 「最後那架飛機就
在吉林通化的南山山林中被找到，
這證明了美國企圖侵略中國的野心
，也證明了抗美援朝是保家衛國的
英明決策。」
記者 于珈琳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
軍跨過鴨綠江，奔赴朝鮮前線，拉開
了抗美援朝戰爭序幕

▲1950年11月8日，香港《大公報》
頭版頭條報道《朝鮮人民軍獲重要
勝利 我志願部隊已參加作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