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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關於加強愛國主義宣傳教育的意見 

（人民日報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日） 

 

 

一 

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經常地進行和加強愛國主義的宣傳教育，培養全體人

民，特別是青年的愛國主義精神，提高他們的愛國主義覺悟，是建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項基本的內容。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幾千年來，我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從來就是推動祖國

社會歷史前進的一種巨大力量。它是在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文化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反

過來又給予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給予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改造和進步以重大

的影響。作為一種偉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它使中華民族能夠經受住無數自然的、社會的難以

想像的困難和風險的考驗，而一直保持堅強的團結和旺盛的生機。 

中國各族人民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使我們祖國成為世界上文化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

對東方以至全世界的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華民族不但以勤勞、智慧著稱於世，同時又是

酷愛自由，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中國各族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彪炳千古的愛國事業，是中

華民族發展史上最光輝燦爛的篇章。特別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為了

祖國的獨立和富強，從鴉片戰爭起，中經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義

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

直到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創建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進行了艱

苦卓絕的、可歌可泣的鬥爭。可以說，一部中國近代現代革命運動史，同時也就是一部中國近

代現代的愛國運動史。愛國主義的強大精神力量，鼓舞和推動著中國各族人民不屈不撓地進行

革命鬥爭，而革命運動的發展，又不斷地使這種愛國主義傳統得到充實、鞏固和發揚。 

列寧曾經說過：「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的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

人們對祖國的這種神聖的感情是與他們的共同利益相聯繫的。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還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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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劃分為國家的，這種情況還將在人類歷史上持續很長很長的時期。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

人民總是要在祖國這個政治的、文化的和社會的特定的環境中進行各種不同的鬥爭，首先是竭

盡全力地為祖國和人民的前途而鬥爭。這就是千百年來愛國主義所以能夠成為教育和鼓舞人們

起而鬥爭的強大的精神力量的社會歷史原因。 

經過三十來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祖國的面貌發生了深刻的根本性變化。它取得

了以往歷史上從未達到過的經濟和社會的巨大進步，開闢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道路，並

在世界政治和人類進步事業中起著越來越大的積極作用。現在，我國人民正在為把祖國建設成

為現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鬥。這種新的歷史條件和新的任務，要

求我們必須繼續高擎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的光榮旗幟，發揚祖國的利益和榮譽高於一切的精

神，同心同德地致力於現代化建設這一偉大的創造性工程。事實上，一個熱愛社會主義祖國，

為它的繁榮富強而獻身的新的愛國主義熱潮已在廣大青年和中國各族人民當中興起。 

同時必須看到，由於不能正確認識建國以來我們工作中發生過的失誤，特別是「文化大革

命」這樣全局性、長時間的嚴重錯誤，不能正確認識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領導人民群眾

在撥亂反正、在社會主義現代建設中所取得巨大成果，有些同志對社會主義祖國的前途感到茫

然，信心不足，以至於徬徨起來。特別是一部份生長在十年內亂時期的青年同志，没有經歷過

舊社會被壓迫、被剝削、被奴役的苦難生活，缺乏新舊社會鮮明對比的感性認識，没有經過嚴

峻革命鬥爭的考驗，正當需要教育的時候又沒有受到系統的正面教育，對祖國的歷史，它的過

去和現在，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所知甚少。因此，他們有時候就不

能科學地分析歷史和現實中的一些問題，以至得出一個結論，彷佛社會主義制度不好了，甚至

祖國也不怎麼可愛了。對於這類糊塗觀念和錯誤認識，我們當然不能簡單地都看作是對社會主

義制度的懷疑和動搖，都看作是對祖國沒感情或不愛國。但是，其中一些人對社會主義喪失信

念、對祖國感情淡薄，以至走上邪路，卻也是不容忽視的事實。因此，如何加強愛國主義和共

產主義思想的教育，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特別是在對外開放、國際交往日益發展的情況

下，不斷增強我國各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自覺地維護祖國的榮譽和民族的尊嚴，把

我們的各項工作搞得更好，就成為極為迫切和重要的事情。 

「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特別是五四運動六十多年來的鬥

爭實踐證明了的客觀真理。但是應當看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於人們各自的生活閱歷、文

化素養、認識條件、實踐經驗等等的不同，他們的思想水平覺悟程度是不同的。針對人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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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覺悟程度層次不同，接受教育的能力不同這種客觀實際，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應當分

層次地進行。我們要對群眾特別是青年分層次有步驟地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教育。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一思想政治教育體系中，愛國

主義作為一項重要的教育內容，有其自身的特點和特殊的作用。它因為有長期的歷史傳統，在

社會輿論、社會心理上有深厚的根基，因而可以和比較易於為各種不同出身、不同社會經歷、

不同職業、不同民族、不同年齡、不同文化水平、不同思想覺悟的廣大範圍的社會成員所接受、

所理解。愛國主義，這是一面具有最大號召力的旗幟。「千古英雄，愛國同懷赤子之心。」我

國各族人民是愛國的，港澳、台灣同胞，遍布世界各地的華僑，絕大多數也是愛國的。任何一

個公民，只要熱愛祖國，把自己的命運同祖國的命運聯繫起來，願意在自己的崗位上為振興中

華貢獻他的聰明才智，即使還沒有確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客觀上已經在用自己的行動促進社

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了。我們深信，隨著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發展，通過不斷深化的鬥爭實

踐的啟示和教育，這樣的愛國者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逐步成長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近幾年

來，不少青年在愛國主義思想教育下，通過了解我們祖先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了解近百年來中

華民族受壓迫和求解放的歷史，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為建立新中國而浴血奮鬥的歷

史，了解新舊社會、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區別，首先認識到自己的命運和祖國的命

運不可分，隨後又認識到祖國的命運和黨的命運、社會主義的命運不可分，從而逐步擺脫了某

些徘徊觀望和崇拜外國的心理，熱情洋溢地投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自動組織起來學習馬列

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事實，不是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嗎？所以，我們要堅持從愛國主義教育

入手，提高人民群眾和青年的愛國主義覺悟，並以此為起點，把思想政治教育深入下去，步步

上升，逐步地把廣大愛國者的覺悟提高到共產主義思想的水平。 

二 

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範疇。在我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愛國主義運

動的具體形式、範圍、規模，推動愛國主義運動前進的社會力量，是隨著歷史條件和歷史階段

的變化而發展變化的。 

在鴉片戰爭以前的封建社會階段，總的說來，愛國主義主要是同反對分裂、反對民族壓迫、

反對統治階級內部昏庸腐敗和封建專制的鬥爭相聯繫的。代表這種愛國主義的基本社會力量是

農民。當然，在這種愛國主義的鬥爭中起過有益作用的，還包括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一些勇於抵

禦外侮、維護祖國安全統一的愛國者和一些主張改革弊政的變法志士。在歷代封建王朝，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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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不少變法事件，儘管它們是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的，不觸動封建統治的根基，但提出的

某些改良措施，在客觀上和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願望，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階段，愛國主義增加了新的內容和特

點。它主要表現為對外反對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捍為祖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對內反對

同列強相勾結出賣祖國利益的反動統治階級，要求改變造成祖國貧弱、阻礙祖國振興的封建專

制制度，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融為一體。推進這種愛國主義運動的社會力量是農民、工人和新

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從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到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標誌著這種

愛國主義運動的不斷高漲和發展。當中國無產階級產生了自己的先鋒隊，獨立地登上政治舞台

並成為中國各族人民的領導力量以後，中國的歷史由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

階段，愛國主義運動發生了偉大的飛躍。它注入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新血液，

它不僅以反帝反封建作為自己的鬥爭目標，而且同爭取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實現祖國的社會

主義前途緊密聯繫起來，同促進世界人民的革命事業聯繫起來。從此，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發

展到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雖然在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不同的具體內容和具體特點，但也具有共

同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特點。這就是：一，不畏艱險，世代相承地開發祖國的自然資源，改造祖

國的山山水水，不斷豐富和發展中華民族的物質文化財富，為人類文明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

二，反對民族的分裂和國家的分裂，維護各民族的聯合、團結和祖國的統一。一旦發生分裂，

各族人民和社會各方面的愛國力量就為盡快結束這種不幸的局面而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三，

在外敵入侵面前，團結對外，奮起抵抗，直到徹底戰勝侵略者，堅決維護祖國的主權和獨立。

四、同一切阻礙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反動階級、反動社會勢力和反動制度進行英勇頑強的鬥

爭，推動祖國朝著繁榮富強的方向前進。正是這些共同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特點，構成了中國人

民的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 

歷史上的愛國主義者，儘管受到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但他們的愛國思想和行動，都不同程

度地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歷史發展的方向。他們都為祖國的富強和人

民的幸福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先進量偉大的愛國政治集團。現

代以來，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從愛國主義走向共產主義，曾經是許多先進分子的共同的思想

歷程。在經過反覆的探索、反覆的失敗之後，事實告訴人們，只有在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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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找到救國救民的真理，才能取得救國救民鬥爭的勝利。六十多年來，我們黨始終以爭取祖國

的獨立、維護祖國的榮譽、爭取民族的解放、捍衛民族的尊嚴作為自己的神聖職責，為此付出

了最大的犧牲，貢獻了自己的最優秀的兒女。中國共產黨人，是最傑出、最忠誠的愛國主義者。

我們黨的愛國事業的偉大成就，超過了我國歷史上任何階級和政治集團在這方面所曾達到的高

度。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傳統，在我們黨的理論和鬥爭實踐中得到了最新、最集中和最光輝的

體現。 

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國各族人民愛國主義的主要內容，就是鄧

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所提出的三大任務，即：「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台灣

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這三大任務，是歷史賦予我們每一個愛國

者的莊嚴而崇高的使命。在目前社會條件下，振興中華，就是要切實完成這三大任務。它可以

把一切愛國者都團結起來，組成由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

一的愛國者，包括台灣同胞、港澳同胞和國外僑胞在內的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由於歷史的

和現實的原因，在現階段和今後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在愛國者的戰線中

還是少數。但是，愛國一家。只要愛國，擁護祖國統一、主權完整、國家富強、人民幸福，都

可以而且應該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為實現四化貢獻力量。 

三 

愛國主義宣傳教育的內容、素材是非常廣泛和豐富的。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里，到處都

有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教材。從歷史到現實，從自然風光到物產資源到物質精神生產、社會

生活的各個領域，都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愛國主義的瑰寶，是我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取之不

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一）宣傳祖國新貌和建設成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國家經過撥亂反正，經

濟建設穩步發展，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報刊，廣播、電視、電影、新聞要加強

祖國新貌的宣傳報導。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拍的短片《祖國新貌》很受群眾歡迎。電視台可與

電影製片廠合作，有計劃地拍攝和播放這方面的影片。要逐步做到每天電視節目中有十幾分鐘

的《祖國新貌》，使廣大幹部和群眾每天都看到祖國前進的步伐。報紙也要開闢「祖國新貌」、

「祖國在前進」一類的節目，加強對祖國最新建設成就的報導。這對提高鼓舞廣大人民群眾建

設社會主義祖國的信心，開拓他們的視野，動員他們積極投身四化建設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宣傳英雄人物、先進集體的模範事跡。英雄人物、先進集體，在我們的生活裡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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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萬萬。他們所取得的成續，特別是他們的精神、品質、風格，是人們學習的榜樣，是鼓舞

和教育人民群眾前進的無窮的力量。我們的新聞報導、文學藝術要反映他們的先進事跡，特別

要反映他們的高尚的精神和風格。理論工作者也要對中國人民這種精神上的成長進行研究、進

行概括。報刊、電視、廣播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點開闢諸如「好兒女志在四方」、「為『四化』而

獻身的人們」一類欄目，以多種多樣的形式介紹各條戰線各種類型的為祖國四化作出貢獻的英

雄人物。如果我們的人民每天都能從報刊、電台、電視上了解到身邊層出不窮的先進人物、先

進集體的模範事跡，那對促進社會風氣越來越好，造成人人學先進、爭先進的社會風尚將大有

幫助。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前進，還會有更多的先進集體、先進人物湧現出來。這

是愛國主義宣傳教育永不枯竭的源泉。把他們的事跡、精神狀態和高貴品質正確地反映出來，

這是所有宣傳工作者的職責。 

（三）宣傳成功的建設經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黨的領導下，幾十年來在各條戰線

上都有很大發展，積累了不少成功的經驗。實事求是地宣傳這些成就和經驗，不僅有助於增強

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而且可以作為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借鑒。如大慶油田的開

發，武漢南京長江大橋的設計和施工，治理淮河、黃河、海河工程，葛洲垻等水利工程，核武

器的研制，衛星的發射，牛胰島素的人工合成，雜交水稻的培育成功，等等，都充分表現出我

國各族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偉大的智慧和創造力，表現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報刊、

書籍對這方面的宣傳，負有更大的責任。已著手編寫的《當代中國》叢書，以及正在籌備的《祖

國》叢書等一類著述，要努力反映這方面的內容。 

（四）宣傳祖國的壯麗河山、名勝古蹟。我們的萬里長城、京杭運河、絲綢之路、古代建

築等等，都是舉世聞名的。我國文化名城很多，文化名人很多。目前三千多個旅遊點的風景、

名勝、古蹟，就應陸續在影片、電視片中得到反映。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分片包幹，

在若干年內，把這三千多旅遊點，分期分批地拍成電視片、影片，編輯出版旅遊叢書。這種影

片和叢書，不僅可以描述風景、名勝、古蹟，也可以介紹到過這些地方的歷史人物和愛國者，

介紹民間傳說以及有關的古代神話、民間故事、詞詩歌賦、文章著述、碑刻石雕，還可以介紹

那裏的特產、民俗風情等。已播出的電視片《湖北三國遺址》、《蜀道遊記》，講古論今，今昔

對比，既給人以歷史知識，又給人以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教育，觀眾反映很好。電視台已經拍

完《長江》系列片（25集）,並準備拍《黃河》、《長城》、《運河》等系列片，其他壯觀秀麗的

湖山島澤，均可拍成影片，寫成專著，不僅可以使人們欣賞我們祖國的美麗山川，提高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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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養，豐富他們的文化生活，而且可以使人們更深切地了解我們的先人為開發祖國的山

河、締造不朽的物質文化成果付出的艱苦卓絕的創造性勞動，激勵他們繼續發揚獻身祖國的艱

苦創業精神。 

（五）宣傳重大的歷史事件和著名的歷史人物。我們祖國歷史悠久，古往今來產生過許多

著名的愛國歷史人物，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民族英雄和其它歷史人物。可以先從近代史入

手，反映我們的祖國和民族，怎樣受外國侵略者的欺凌，各民族人民、各階層愛國者，怎樣在

不同歷史條件下，同他們作鬥爭。可以從每年一月一日開始，把近代歷史串的重大事件和著名

人物作出按排，逐一進行宣傳。這裏包括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事件，

包括黨內和黨外的愛國者。然後由近及遠，上溯到古代。要有計劃、有重點地組織和支持有這

方面知識素養和研究的學者、作家，寫出高質量高水平的作品。 

（六）宣傳歷代傑出的文藝家及其作品。我們祖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從古代到現代，

產生過許多大詩人、大作家、大畫家、大音樂家、大戲劇家、大表演藝術家、大書法家。他們

的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代表作，他們的愛國主義事跡，要有計劃有歩驟地進行宣傳。可以出傳

記，拍電影、電視片，也可用其他形式表現。如李白、杜甫這樣的大詩人，如能拍成傳記片，

再現他們的作品所反映的那個時代的面貌和精神，不僅能增強人們的愛國主義感情，也可增長

人們的歷史知識和藝術修養。 

（七）宣傳歷代傑出的科學家及其貢獻。從古到今，我們有許多傑出的科學家、哲學家、

教育家、思想家等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各個專業，都有不少這樣人物。他們對

我國以至人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做出過巨大的貢獻。如張衡、酈道元、徐霞客、

祖沖之、李贄、王船山、華佗、扁鵲、李時珍、畢昇、沈括等等在天文、地理、數學、哲學、

醫學、科技等方面的貢獻，都應進行宣傳。 

（八）宣傳歷代文物。我國的文物，年代久遠，種類繁多，內容豐富，工藝精美，為舉世

所公認。石窟藝術，明清建築，江南園林，等等，均可寫成專著，拍成影片，加以宣傳。人們

看到這些古代文明的象徵，看到我國各族人民智慧的這些光輝的結晶，既可增強愛國主義感

情，也可提高美的鑑賞能力。 

（九）宣傳各民族人民對祖國的歷史貢獻。我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族人民在中華民族

的形成和發展中，在為祖國的興盛和進步的團結奮鬥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各民族都有自

己的獨特的風土人情，風俗文化。要把各個民族的歷史和現狀，解放前後的發展和變化，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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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變革，各民族最美好的東西，包括先進的人物、特產、美好的文化，等等，反映出來。每個

少數民族都可以拍一部甚至幾部片子進行介紹。新聞、電視、廣播可以開設諸如「兄弟民族」、

「民族人物誌」、「民族風情錄」之類的節目，增加有關少數民族地區的建設和各民族團結和進

步的宣傳報導。特別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更要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工作。 

（十）宣傳僑居國外的愛國者和世界各國的著名愛國者。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不只限於國

內，華僑中的愛國志士和許多外國的傑出的愛國者的事跡及他們的著作，也是我們進行愛國主

義教育的好材料。五四時期魯迅等人就著重介紹過一大批東歐、北歐被壓迫民族的「立意在反

抗，指歸在動作」的文學作品和民族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愛國者反抗法西斯侵略的

事跡，特別是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的事跡在我國的傳播，對於我國人民尤其是建國前

後青年一代的成長，曾經起過很大作用。國外僑胞的愛國事跡和外國愛國者的事跡以及他們的

作品的介紹工作，是我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宣傳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應當擴大選題範圍，

把這項工作做得更好。 

正因為愛國主義的宣傳教育的領域，範圍非常寬廣，涉及各個歷史階段，涉及各個民族、

各個地方、各行各業、各個學科，因此，愛國主義教育不只是宣傳部門的工作，各條戰線，各

行各業，包括教育、新聞、出版、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藝等部門，包括經濟、軍

事、政治、外事、民族、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系統的有關部門，都要通過自己的業務，採取

同自己的業務相結合的方法，針對不同的對象，有計劃有系統地、生動活潑地進行愛國主義教

育，把愛國主義的內容滲透到思想教育工作中去。要使我國各族人民，從兒童時代起，就把「祖

國母親」銘刻在自己的頭腦中，必須靠各條戰條、各行各業的協同努力，共同來做好這項工作。 

愛國主義的感情和覺悟不是抽象的，不只是表現在口頭上。我們要通過愛國主義的宣傳教

育，使我國各族人民，特別是青年把愛國主義的覺悟和感情，變成奮發圖強建設祖國、保衛祖

國的實際行動。能不能在行動上堅決地積極地去實現黨中央提出的八十、九十年代的三大任務

特別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衡量每個政黨、每個團體和每個個人是否具有愛國主義

強弱的標準，也是檢驗我們愛國主義宣傳教育有無成效大小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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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 

（人民日報 一九九四年九月六日） 

 

 

中華民族是富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偉大民族。愛國主義是動員和鼓舞中國人民團結奮鬥

的一面旗幟，是推動我國社會歷史前進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現在，我國

人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努

力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愛國主義傳

統，對於振奮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中華

民族的振興而奮鬥，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各有關部門和人民團體，

必須高度重視這項工作，並結合各自的工作特點積極開展愛國主義教育。 

一、愛國主義教育的基本原則 

1.愛國主義教育必須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

導，必須有利於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有利於促進改革開放，必須有利於維護國家和

民族的聲譽、尊嚴、團結和利益，必須有利於促進祖國統一的事業，這是新時期愛國主義教育

的基本指導思想。 

2.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目的，是要振奮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

豪感，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把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引導和凝聚到建設沒有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上來，引導和凝聚到為祖國的統一、繁榮和富強作貢獻上來，做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的共同理想團結奮鬥。 

3.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堅持重在建設的方針。要按照鄧小平同志關於愛國主義的一系列重要

論述，搞好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建設、教材建設、制度建設和基地建設。把愛國主義教育貫穿

於各項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基礎性工程，作為我國社會的主旋

律，堅定不移、長期不懈地抓下去。 

4.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原則。愛國主義決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我們既要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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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成果，也要學習和吸收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創造的一切文

明成果。只有這樣，中國人民才能和各國人民一道，為促進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做出貢獻。 

5.愛國主義教育必須突出時代特徵。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範疇，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

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具體內涵。在當代中國，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致的，建設有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新時期愛國主義的主題。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

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

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這是對我國現階段愛國主義特徵最精闢的概括。愛國主義、集

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三位一體，有機地統一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之

中。 

二、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內容 

6.愛國主義教育的素材非常廣泛。從歷史到現實，從物質文明到精神文明，從自然風光到

物產資源，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蘊藏著極為豐富的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瑰寶。要善於運用國

情資料，並注意挖掘和利用各種寶貴的教育資源，不斷豐富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 

7.要進行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教育。我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進

程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要通過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史、現代史的教育，使人們了解中華民族

自強不息、百折不撓的發展歷程，了解我國各族人民對人類文明的卓越貢獻，了解我國歷史上

的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了解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和壓迫，反抗腐朽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和

解放，前赴後繼，浴血奮鬥的精神和業績，特別是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為建立新中國

而英勇奮鬥的崇高精神和光輝業績。 

8.要進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中華民族在創造燦爛中華文明的過程中，形成了具

有強大生命力的傳統文化，其內容博大精深，不僅包括了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科學技

術等方面的成就，而且蘊含著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氣節和優良道德；不僅孕育了無數傑出的

政治家、思想家、文藝家、科學家、教育家、軍事家，而且留下了豐富的文物史蹟、經典著作，

這筆豐厚的文化遺產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寶貴資源。要正確使用祖國的語言文字，大力推廣

普通話。 

9.要進行黨的基本路線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的教育。黨的基本路線和我國社會主義

建設成就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最現實、最生動的教材。要特別注意運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

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與成功經驗進行教育，使人民群眾進一步堅定社會主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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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 

10.要進行中國國情的教育。國情教育要放在整個世界環境的大背景下進行。要幫助人們

系統地了解我國經濟、政治、軍事、外交以及社會、文化、人口、資源等方面的歷史與現狀，

了解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步驟和宏偉前景。並從中國和世界其他不同類型國家的對比中，

看到我國的優勢和差距、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增強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更好地發揚艱苦奮

鬥、勤儉建國的創業精神。國情教育要同省情、市情、縣情的教育結合進行。 

11.要進行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教育。我國的憲法和法律是廣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體現。

要通過廣泛深入的民主和法制教育，幫助人們了解我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其他各項制

度。增強國家觀念和主人翁責任感，養成遵紀守法的習慣，在正確行使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公民

權利的同時，忠實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公民義務，堅決維護國家利益。 

12.要進行國防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要根據新時期的特點，重視現代國防教育，增強全

民的國防意識和國家安全意識，加強軍政、軍民團結，提高全民抵禦外敵入侵、捍衛祖國獨立、

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自覺性。教育全體人民同一切出賣祖國利益、損害祖國尊嚴、危害

國家安全、分裂祖國的言行，進行堅決的鬥爭。 

13.要進行民族團結教育。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不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邊疆，

不論是在漢族地區還是在少數民族地區，都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宗教觀和黨的民族政

策、宗教政策的教育，大力宣傳各族人民為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做出不懈的努力和歷史貢

獻。在各族人民中牢固樹立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的思想，自覺維護民族

團結和祖國統一。 

14.要進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教育。要全面、正確地宣傳黨和政府在祖國統

一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和方針政策，使人們了解祖國統一工作的進展情況和重點，要注意宣傳港

澳台同胞為祖國統一所做的貢獻，宣傳國外僑胞和海外婦來人員愛國、愛鄉的事跡。 

三、愛國主義教育的重點是青少年 

15.愛國主義教育是全民教育，重點是廣大青少年，學校、部隊、鄉村、街道、機關和企

事業單位，尤其共青團、少先隊等組織，都要把培養廣大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感情，提高他們的

愛國主義覺悟，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觀、價值觀作為思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

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抓好黨的基本路線教育，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和基本國情的教育，

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優秀傳統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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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學校是對青少年進行教育的重要場所，要把愛國主義教育貫穿到幼兒園直至大學的教

學、育人全過程中去，特別要發揮好課堂教學主渠道的作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教育部門

要按照國家教委頒發的《中小學加強中國近代、現代史及國情教育的總體綱要》和《中學思想

政治、中小學語文、歷史、地理學科教育綱要》的要求，制定各學科（包括自然學科在內）愛

國主義教育的分科計劃，把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分解、貫穿到各相關學科的課堂教學中去。各

類大專院校都要積極創造條件，開設中國歷史、文學、藝術、科技等內容的傳統文化選修課，

開設以愛國主義教育為主要內容的專題講座。大、中、小學校都要積極開闢愛國主義教育的校

外課堂，對學生進行直觀、形象的教育。中學高年級和大專院校，要組織學生參加適當的生產

勞動、社會實踐和軍事訓練等活動，增強他們對工農兵的感情和對國家的責任感。廣大教師在

愛國主義教育中要身體力行，為青少年做出榜樣。 

17.機關、企事業、鄉村等基層單位直接負有培養社會主義「四有」新人的責任，要特別

重視和加強對青年幹部、職工、農民的愛國主義教育，把這項工作列為創建文明單位、文明村

鎮活動的重要內容。要教育廣大青年牢固樹立國家主人翁的責任感，把個人利益與國家的前

途、命運聯繫起來，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係，愛祖國、愛家鄉、愛集

體、愛崗位，立足本職，為國家多做貢獻。 

18.城鎮的街道居民委員會，農村的村民委員會，各級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

要重視發揮家庭在青少年教育中的特殊作用，把熱愛祖國作為開展五好家庭、文明家庭活動和

文明市（村）民教育的重要內容。 

19.要針對青少年的特點，注意運用影視、畫刊、音樂、戲劇、美術、故事會等形式，為

廣大青少年提供事實、生動的愛國主義教材。各地區和各有關部門要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宣傳

部、國家教委、廣播影視部、文化部《關於運用優秀影視片在全國中小學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

通知》（教基「1993」17號），並將這些優秀影視片納入教學、教育計劃，扎札實實做好放映、

觀看、宣傳、教育工作，堅持不懈地抓下去。企事業單位、鄉村、部隊也要利用優秀影視片，

對青年職工、農民、戰士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四、搞好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建設 

20.各類博物館、紀念館、烈土紀念建築物、革命戰爭中重要戰役、戰鬥紀念設施、文物

保謢單位、歷史遺跡、風景勝地和展示我國兩個文明建設成果的重大建設工程、城鄉先進單位

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場所。各級黨委宣傳部門要遵照當地黨委和人民政府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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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教育行政部門、共青團組織和文化、文物、民政、園林等部門確定一批教育基地。城多基

層單位和共青團組織，要積極利用基地開展教育活動。學校應將這類教育活動列入德育工作計

劃。 

21.各級民政、文化、文物部門和各類專業博物館、紀念館，要繼續貫徹落實1991年中央

宣傳部等部門聯合下發的《關於充分運用文物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通知》,組織接

待好青少年參觀、瞻仰活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幫助。確定為收費參觀的教育基地，對學校組

織在校師生參觀要免收費用，各個展出單位都應建立和培養一支有較高素質的講解隊伍。 

22.被確定為教育基地的重大建設工程、城鄉先進單位，要把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作為本單位應盡的光榮義務，主動、熱情地配合有關單位，組織接待好青少年參觀學習活動。 

23.各地的自然風光、文物古蹟、名勝景點能夠激起人們對祖國壯麗河山和悠久歷史文化

的熱愛之情，要注意發揮這方面優勢、寓愛國主義教育於遊覽觀光之中。各旅遊景點、自然保

護區的導遊講解、文字說明、宣傳材料都應包含愛國主義教育內容。各級旅遊部門要特別注意

樹立導遊人員的愛國主義宣傳意識，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和培訓，充分發揮導遊人員和旅遊景點

在愛國主義教育中的作用。 

24.在建設「萬里邊境文化長廊」中，要注意把文化工程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愛國主義

教育緊密聯繫起來，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使之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陣地。 

25 運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開展活動，要精心設計，周密組織，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共青

團組織要和教育基地建立工作聯繫制度，共同研究制定活動計劃。要根據教育對象不同的年齡

層次、心理特點、知識水平和接受能力，科學安排活動內容，注意思想性和藝術性，力求富有

吸引力和感染力。可以結合重要節日、紀念日，組織參觀、瞻仰、祭祖活動；結合特定的教育

主題，組織社會考察和社會實踐活動；利用教育基地開展黨、團組織生活和少先隊活動；開展

美化基地環境和維護設施的義務勞動；結合參觀、瞻仰、考察，組織發展徵文、主題演講會、

專題講座、知識競賽等教育活動。各類學校可在寒暑假利用基地舉辦「冬令營」、「夏令營」，

還可以把有關的歷史事件、英烈事跡、建設成就編入黨課、團課和職工輪訓教材、學校的鄉土

教材，貫穿到思想政治教育和課堂教學中去。 

五、創造愛國主義教育的社會氛圍 

26.要使愛國主義思想成為社會的主旋律，必須創造一種濃郁的愛國主義氛圍，使人們在

社會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能隨時隨處受到愛國主義思想和精神的感染、熏陶。運用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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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播手段對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是各級新聞出版和影視部門的神聖職責。報紙、刊物、

廣播、電視除開設專欄、專題刊登和播發愛國主義教育的文章外，還要積極運用各種新聞和文

藝形式、宣傳富有愛國主義精神的先進人物和先進事跡，宣傳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成就和經

驗，宣傳中華民族的奮鬥歷史、光榮傳統和燦爛文化。要注意抓住有利於振奮民族精神的重大

事件，形成愛國主義宣傳的高潮。電視台在黃金時間應以播放反映主旋律的節目為主。調頻立

體聲電台音樂節目，應以介紹優秀音樂作品特別是中國的優秀民族音樂作品為主。各地方電視

台必須保證有一個頻道完整轉播中央電視台的第一套節目，要防止在商品廣告和其他節目中出

現有損國家尊嚴，貶抑本國產品的言辭和畫面。 

27.各級文化、影視主管部門要積極提倡和扶持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各類文藝作品的創

作，在評奬、宣傳等方面加強引導。各級出版主管部門對愛國主義教育圖書的出版要制訂規劃，

針對不同讀者群的年齡特點、文化層次和閱讀需求有計劃地組織出版教育讀物。要特別注意組

織出版反映愛國主義主題的政治理論類、文藝類、知識類、歷史類、文化類讀物。 

28.各地黨委和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群眾團體要注意利用重要法定節日、各民族傳統節

日對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把組織節慶、紀念活動作為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激發群眾愛國主

義熱情的重要工作。特別是元旦、春節和「三八」、「五一」、「五四」、「六一」、「七一」、「八一」、

「十一」等重要節日的慶祝活動要突出愛國主義的內容。組織節慶活動一定要堅持群眾喜聞樂

見、廣泛參與的原則。以往一些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如重要節日的群眾遊園活動，各民族重要

傳統節日的群眾性文化娛樂活動，要繼續提倡並使之不斷豐富、完善，各地要在繼承優秀文化

傳統的同時，不斷創造一些有助於形成愛國主義氛圍的新的節慶活動形式。還可以挖掘和選擇

一些既有中國傳統特色又符合當今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情趣的民族節日。總之，節慶活動既要

讓群眾娛樂身心，又要使群眾受到愛國主義教育。 

六、提倡必要禮儀，增強愛國意識 

29.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需要提倡必要的禮儀，特別要提倡有助於培養對國旗、國歌、國

徽崇敬感的必要禮儀，增強人們的愛國主義情感。 

30.國旗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任何組織和公民都要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凡屬

《國旗法》規定應當升掛國旗的單位和場所，必須依法嚴格執行升旗制度。凡屬《國旗法》規

定可以升掛國旗的單位和場所，要積極創造條件，升掛國旗。 

31.應當大力提倡在縣級以上地方黨委和人民政府的重要會議室、重要會場，嚴肅、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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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地插掛國旗，全日制中小學，應根據國家教委《關於施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嚴格

中小學升降國旗制度的通知》，堅持升降國旗的制度。學校在開學典禮、畢業典禮、運動會等

大型集體活動中提倡舉行莊嚴、隆重升旗儀式。提倡各地組織年滿 18 週歲的公民舉行對國旗

宣誓的成人儀式。有條件的大中城市，國慶節等重要節日可以在城市中心廣場舉行隆重升旗儀

式。 

32.唱國歌是公民表達愛國情感的一種神聖行為，在升國旗儀式和大型集會等活動中，要

奏國歌，而且要提倡齊唱國歌。奏、唱國歌時應莊嚴肅立。在國際體育比賽的頒獎儀式上，升

中國國旗、奏中國國歌時，運動員要面向國旗肅立，唱國歌。 

33.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規定，縣級以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會廳，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及其審判庭，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

民檢察院，外交部及駐外使領館，出入境口岸適當場所，應當懸掛國徽，鄉鎮人民政府也應懸

掛國徽。 

34.成年公民和小學三年級以上學生都應當會唱國歌，並能理解國歌的內容和國旗、國徽

的涵義。 

七、大力宣傳愛國先進典型 

35.進行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加強典型宣傳，發揮榜樣的示範作用。中國歷史上湧現過無數

的著名愛國者、民族英雄、革命先烈、傑出人物，新中國成立以後又湧現出了許許多多的英雄

模範人物，各種新聞傳播媒介要經常對他們進行宣傳介紹。要配合革命領袖、革命先烈、著名

愛國者的紀念活動及時組織發表和播出紀念文章和歌頌、宣傳他們事跡的文藝作品、文藝節

目，提倡在大中小學的教室、圖書館、禮堂等場所，懸掛為中華民族的發展作出傑出貢獻的領

袖、先烈和名人的畫像、詩詞、格言。企事業單位和街道、鄉村的文化站、俱樂部等公共活動

場所也可以貼掛一些本地區、本行業、本單位、本部門著名勞動模範的畫像、照片。 

36.各級黨政領導和宣傳部門，要特別注意培養、發現和宣傳改革開放以來各條戰線湧現

出的具有愛國主義精神、作出突出貢獻的先進模範人物。使各類先進模範人物成為全社會的典

範，成為群眾特別是青少年崇敬、學習的榜樣。 

八．加強對愛國主義教育的領導 

37.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要切實加強對愛國主義教育的領導，要把這一工作列入重要議事

日程，動員社會各方面力量，齊心協力抓好落實。要重視發揮各民主黨派在愛國主義教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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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各地要依據本《綱要》制定出符合當地實際的愛國主義教育規劃，並認真貫徹到實

際工作中去。要加強檢查指導，把組織開展教育活動情況，作為考核兩個文明建設成效的重要

標誌之一。 

38.各級黨政機關要帶頭加強對全體工作人員特別是領導幹部的愛國主義教育。領導幹部

必須以身作則，做出表率。宣傳、教育、文化、民政、旅遊、園林等部門以及工會、共青團、

婦聯等人民團體，直接擔負著對群眾進行愛國主義教育的責任，要依據本《綱要》，結合各自

的工作特點，制定出愛國主義教育的具體實施細則，並切實抓好落實。人民解放軍按本《綱要》

總的要求，結合部隊實際，制定規劃。 

39.外事、僑務、對外宣傳和主管港、澳、台事務工作的部門，要為海外僑胞、港澳台同

胞和其他旅居海外的中國公民提供有關祖國建設成就、國家方針政策、民族歷史文化以及優秀

文藝作品等文字、圖片資料和錄音、錄像資料，鼓勵和引導他們關心祖國、熱愛祖國。 

40.各級黨委宣傳部門要在黨委和政府統一領導下，切實擔負起協調、指導的責任，要幫

助有關部門建立工作聯繫，明確任務，抓好落實。要協同各方面的力量，形成愛國主義教育的

合力。要注意調查研究，實實在在地開展各種生動活潑的教育活動，多做實事，注重實效，力

戒形式主義。要不斷總結和推廣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典型經驗，對工作出色的單位和個人應予

以表彰、獎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