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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即《义勇军进行曲》，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
民保卫家园、抗击日本侵略者为背景，以东北抗
日义勇军的形象事迹为原型创作。辽宁不仅是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最早
兴起地，也是十四年抗战的起始地。可以说，构
成《义勇军进行曲》的关键要素几乎都来自辽
宁，辽宁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国歌素材来源地。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义勇军大
规模出现在辽宁

在现代，“义勇军”作为自发组织起来的反
帝爱国武装队伍或团体，最早出现在辽宁。在
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冯庸大学成立的“歼俄义
勇军”，是最早把“义勇”二字与爱国、反抗侵略
联系起来并获得广泛传播的义勇军武装组织。
当时，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名义颁
布《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凡属我国国民或团
体，以歼除侵占我国土、压迫我民族之强敌为宗
旨，且具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
勇军。”第一条即规定国民义勇军的宗旨，这对
后来东北抗日义勇军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政
策，致使大片国土沦陷。为了保卫家园，辽宁人
民率先自发组织成立抗日义勇军，掀起轰轰烈
烈的抗日热潮。高鹏振于1931年9月27日在
新民县成立“镇北军”（同年10月改称“东北国
民救国军”），这是辽宁第一支举起抗日大旗的
义勇军队伍。在辽西、辽北地区，黄显声组建东
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随后，原东北军军官耿继
周、潘士贤、高文斌等也纷纷举起抗日义旗。在

辽东、辽南地区，活跃着原凤城县公安局局长邓
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原东北军军官李
纯华联合抗日义勇军张海天、吴宝丰等部组成
的辽南救国军，以及共产党员冯基平、共青团员
林郁青和青年知识分子李兆麟（张寿篯）等联合
抗日义勇军建立的第二十四路抗日义勇军等。
在辽东东边道地区，辽宁省边防军步兵第一团
副团长唐聚伍等人组建了辽宁民众抗日自卫
军。至1932年上半年，辽宁省经东北民众抗日
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多达52路、27个支
队，有数十万之众。辽宁各地抗日义勇军积极
阻击、打击日伪军，曾多次联合作战。1932年1
月9日，在锦西歼灭日军古贺骑兵联队近百人，
打死打伤少尉以上军官7名，这是辽宁义勇军
最辉煌的战绩之一。这一时期，仅辽东三角地
区义勇军就击毙日军官兵2500人左右。尽管
到1933年底，义勇军抗战几近失败，但仍有一
些义勇军坚持抗战长达四五年时间，个别义勇
军队伍则一直坚持战斗到日本宣布投降。辽
宁是九一八事变后义勇军抗战的主要地区，提
到东北抗日义勇军自然首先就要说到辽宁地
区的义勇军抗战。

抗日义勇军誓词和军歌成为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主要素材来源

“东北国民救国军军歌”。“东北国民救国
军”在成立暨誓师大会上公布的抗日“誓词”上
写道：“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
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
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
1931年10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派张
永兴（曾化名王立川）前往高鹏振部协助整编
队伍、严明军纪、开展活动。他将“誓词”配以

“满江红”的古曲，作为“东北国民救国军军
歌”。这支抗日义勇军部队坚持武装抗战达7
年之久，军歌始终在部队中传唱。

“血盟救国军军歌”。1931年10月19日，辽
宁清原人孙铭武、孙铭宸兄弟与新宾人张显铭
等人，在清原县大苏河城隍庙宣誓成立血盟救
国军，举旗抗日。起义前他们创作了血盟救国
军军歌，由孙铭武、孙铭宸作词，张显铭谱曲。
歌词内容为：“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
我们的血肉唤醒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
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
斗！战斗！战斗！”这支军歌不仅在血盟救国军
内部，而且在其他抗日义勇军队伍中传唱。
1932年年末，孙铭宸到关内宣传东北抗日活动，
在关内对这首军歌进行了介绍。

“抗日义勇军骑兵大队军歌”。1931年10
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由隶属于中共唐山地
委的中共沟帮子党支部在黑山励家组建了抗
日义勇军骑兵大队。抗日义勇军骑兵大队军

歌歌词为：“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
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
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
雨向前冲！携起手，肩并肩。豁出命，向前
冲！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
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向
前进！杀！杀！杀！”

“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告武装同志书》”。
《告武装同志书》等文告和来电中，有“团结起
来”“响应起来”“我们被压迫的同胞”“要知道
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哪能甘心做亡国的
奴隶”“万众一心者也”“不畏炮火……冒弹雨
直进”等表述。

从上述誓词、军歌歌词、用词来看，“起
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用我们的
血肉唤醒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候”“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用我们身体
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等，这些
都与《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高度相似，且其时
间在先，具有明显的信息链承继特征，而且都
是当时中国人感同身受的抗战话语意象。因
此，无疑是《义勇军进行曲》重要素材来源。

九一八事变后辽宁人民的对
日抗战具有全国影响

在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和依赖国联的政
策下，日本迅速占领了东三省的大部分地区，对
东北人民进行残酷屠杀和压迫。在期盼政府对
日宣战无望的情况下，留在东北的部分东北军
旧部、不甘忍受日军残酷统治的各族人民、救

国军、自卫军、绿林好汉等自发组成强大的东
北义勇军抗日力量。而在当时，辽宁的抗日义
勇军对日军抵抗最烈、牺牲最大，以血肉之躯
有效迟滞了日军侵略中国的进程。辽宁抗日
义勇军抵抗日军侵略保家卫国的精神，得到全
国舆论界的关注，受到重点报道和宣传，当时
的《东方公论》《白河周刊》《北洋画报》等二十余
家报刊都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了报道。有学
者肯定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作用：“暴日强占我
东北后，各界民众纷起抗日救国，而尤以东北
民众实地组织义勇军，参加抗日最著战绩。”义
勇军成员多是在国难当头之时，为“尽报国义
务”，“决意牺牲一切，不顾利害，不计成本”的
人，是“不愿作亡国奴之热血青年”。他们真正
是“卫国的志士”“民族英雄”。

当时最著名的上海《申报》，甚至连续组织
全国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活动，该报仅
在1931年9月至1933年9月间，就刊登了470
多条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广告。抗日救亡已
成为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主题，全国报刊都在
宣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事迹，这些内容激发起
田汉、聂耳的创作灵感。史料记载，辽宁民众自
卫军在桓仁誓师抗日及唐聚伍部的战绩曾引起
田汉的注意。1933年3月，田汉经介绍到北平
采访了辽宁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委员会委员
长、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伍。同年，田汉、夏衍组
织拍摄纪录影片《义勇军大血战》，在北平首映
时特邀唐聚伍观看。1934年，担任《抗战日报》
主编的田汉与唐聚伍在武汉再次见面，全面了
解了义勇军奋勇抗战的情况。1933年2月，聂
耳随同“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慰问团携带武
器、弹药、给养等物品到热河抗日前线，也就是
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朱碌科和四家子一
带，慰问东北抗日义勇军也是有力的证明。

此外，辽宁民众自卫军在桓仁举行抗日
誓师大会后，其誓师大会实况及通电等在南
京广播电台播放，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政治部印发了《辽宁东边民众自卫军抗日救
国详记》散发平、津、京、沪，抗日义勇军部队
的抗日业绩通过各种渠道为世人所知晓。上
海百代电影公司于1933年1月14日赴热河东
北义勇军驻地，拍摄抗战纪录片，辽宁义勇军
奋起抗日的战绩和长城抗战的悲壮场面，激
发了爱国进步作家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催生
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成功。而田汉、聂
耳等左翼进步作家，以义勇军长城抗战为背
景，创作了反映长城古北口抗战题材的电影

《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也
是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艺术反映时代主题，有义勇军之抗
战，才有《义勇军进行曲》之诞生；先有辽宁抗
战，后有热河和长城抗战。可以说，辽宁抗日
义勇军用鲜血和生命奏响了抗战最强音，辽
宁是新中国国歌最重要的原始素材地。

辽宁抗日义勇军誓词与军歌成为国歌素材
焦润明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援助朝鲜人民，
保卫国家安全而被迫进行的一场反侵略正义
战争。1950年10月开始，与朝鲜一江之隔的
辽宁丹东（安东）成为志愿军总后方基地的最
前沿，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这
里是参战人员与作战物资的重点集散地：彭
德怀率先从安东跨过鸭绿江，大批志愿军在
这里集结过江，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这里
运往朝鲜前线……

组建东北边防军并在边境集结

1950年7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
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保卫国防问题
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立即抽调位于中原地
区的国防机动部队第 13兵团等部队北上，在
中朝边境地区集结，组成东北边防军。7月13
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
决定》，共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

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决定，迅速向东北
地区集结。到 1950 年 8 月上旬，除高炮团未
全部到位外，东北边防军全部进入指定位置
完成集结。其中：第 13 兵团部位于安东；第
38军军直位于铁岭，所属第112、113、114师分
别位于铁岭、新开原、老开原；第 39军军直位
于辽阳，所属第 115、116、117 师分别位于辽
阳、土佳屯、海城；第40军军直位于安东，所属
第 118、119、120 师也全部位于安东；第 42 军
军直位于通化，所属第124、125、126师分别位
于通化、三源浦、柳河；特种兵司令部位于凤

城，所辖野战炮兵第 1、2、8师分别位于凤城、
本溪、通化；高射炮兵团位于安东、拉古哨；1
个工兵团位于安东；配属第 13兵团的骑兵第
13 团位于安东；担任战勤任务的第 169 师位
于大东沟（东港）。

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及边防军沈
阳会议部署，东北边防军在安东及辽宁地区
进行了各种战前准备，包括思想政治动员和
教育、军事训练、装备和编制的调整、后勤保
障和物资准备等工作。

及时组建东北边防军和东北边防军抓紧
时间进行作战的各种准备，是党中央未雨绸
缪、深谋远虑的战略安排。它不仅巩固了东北
边防，而且使中国在战略上处于主动，避免了
临急应战，为边防军改为志愿军及时出国作
战，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创造了重要条件，为抗
美援朝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志愿军从安东奔赴朝鲜战场

1950 年 10 月 19 日，上任仅仅 12 天的志
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先于大部队从
安东鸭绿江下桥（现为丹东鸭绿江断桥）跨过
鸭绿江。1950年10月23日，毛岸英从安东宽
甸下河口公路桥（现为河口断桥）过江。

1950年10月19日晚，首批入朝参战的志
愿军部队第40军、第39军、炮兵司令部、炮兵
第 1师、炮兵第 2师、第 13兵团部从安东口岸
及长甸河口过江。10月 26日，第 66军、第 50
军一部先后从安东入朝。

此后，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的大
批部队从安东及长甸河口跨过鸭绿江。1951
年2月15日，志愿军第19兵团（辖第63、64、65
军）从安东、长甸河口入朝参战。1951年2月
5日，中央军委决定4个野战高射炮兵师入朝
参战，首先是高炮第 64 师入朝，从 3 月 11 日
起，高炮第 61、63、62 师从辑安、安东先后入
朝。1951年3月16日，志愿军第3兵团（辖第
12、15、60 军）由长甸河口、安东入朝参战。
1951年6月19日，志愿军第20兵团（辖第67、
68军）由安东、长甸河口入朝参战。1951年9
月 7日，志愿军第 23兵团（辖第 36、37军），由
安东、长甸河口入朝，承担修建机场任务。

1950年12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
第 4 师第 28 大队奉命进驻安东浪头机场。
1951 年 1 月 21 日开始与美国空军交战，由此
拉开抗美援朝战争空战的序幕。之后，志愿
军航空兵部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陆续投
入作战。志愿军空军的作战机场，大部设在
辽宁境内。战争期间，先后进驻浪头机场的
有志愿军空军第 3、4、6、16师，进驻大孤山机
场的有空军第 2、12、14、15、16、18 师，进驻凤
城大堡机场的有空军第 2、15师，进驻前阳机

场（也称刘小园机场）的有空军第 4、6、16、17
师，进驻沈阳于洪机场的有空军第8师，进驻
辽阳机场的有空军第10师，宽甸青椅山机场、
东港盖家坝机场以及凤城草河机场则作为备
用机场。至 1953 年 7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先
后投入作战的有空军第 4、3、2、14、6、12、15、
16、17、18等 10个歼击航空师，另有轰炸航空
兵第8、10两个师的3个大队。

据统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赴朝参战的
志愿军步兵部队有 27 个军零 1 个师，其中 20
个军零1个师（第39、40、50、66、63、64、65、60、
12、15、47、67、68、36、37、23、46、16、54、21军，
第33师）从安东地区过江。此外，入朝作战的
志愿军炮兵、工兵、装甲兵、铁道兵、公安部队
等多兵种部队，大部从安东入朝。在两年零
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从鸭绿江大桥至
宽甸长甸河口的鸭绿江沿线，共有十余处各
类过江桥梁，保障大批志愿军部队从安东地
区的鸭绿江口岸入朝参战。

辽宁是前线大后方也是后方最前沿

志愿军部队入朝后，在辽宁安东设立和
驻防了一批志愿军的保障机构，大批的志愿
军部队在安东仍设有留守处。1951年3月15
日，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在安东成立。
1951 年 11 月，志愿军驻安东办事处正式成
立。同时，志愿军后勤汽车修理厂、志愿军后
勤总医院、志愿军商店等均设在安东。几乎
每天都有志愿军部队、民工、后勤人员从这里
出发开赴朝鲜前线，各种作战物资从这里源
源不断运往朝鲜前线，大批伤员从这里转到
全国各地，前线与后方的人员经过这里……
辽宁成为沟通前线与后方的桥梁，是祖国大
后方最前沿的一座坚强堡垒。

新中国成立之初，辽宁不仅是新中国的
重工业基地，也是抗美援朝的总后方基地。
作为全国抗美援朝的最前沿和志愿军前线作
战的大后方，辽宁除了和全国各地一样组织
报名参军、爱国生产、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
炮外，还承担了运送物资、抢救伤员、衣被加
工等重要战勤任务，为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
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安东人民还响亮
地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要人给人，要
物给物，要血给血，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给
多少”的战斗口号，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出
了特殊的历史性重大贡献。

1952年11月下旬，彭德怀司令员在安东
主持召开研究部署抗击美军可能在朝鲜西
海岸登陆的作战计划会议。一天清晨，他登
上镇江山（锦江山）环视安东市容，遥望着鸭
绿江对岸被美军炸毁的新义州市，深有感
慨。他对警卫人员、时任辽东军区保卫干事
沈玉祥说：“安东这座城市虽然人口不多，但
对抗美援朝的贡献可不小啊！多少中华儿
女从这里出国，多少作战物资由这里输送过
江，多少支前民工从这里奔赴战场！美帝国
主义的飞机曾多次轰炸这座小城，然而，安东
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安东是座英雄城市！”

1953 年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
社记者汪钦、李俊写的通讯，题目是《鸭绿江
边的英雄城市——安东》。从此，安东“英雄
城市”的美誉传遍祖国大江南北。

70 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沧桑巨变，昔
日的硝烟已经散去。如今在辽宁丹东，处处
留存着与抗美援朝有关的印迹。一处山丘、
一座桥墩、一湾江水、乃至一所建筑，都记录
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留下过成千上万志
愿军将士和支前队伍的身影，见证着这里是
印下无数英雄足迹的抗美援朝出征地。

志愿军从这里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
张校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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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抗战救亡歌曲集都收录了《义勇军进行曲》。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辽宁安东（今丹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