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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论坛

旗帜

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

■ 池子华

70年前，在“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的召唤下，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
防服务队秉持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投身到硝烟滚滚的抗美援朝战争前
线，救死扶伤，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战
地传奇。

医防服务队的组建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 年 7 月
26日、8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先后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滥炸朝鲜、
侵犯中国领空，“号召美国和其他各
国的红十字会会员，团结本国人民，
一致奋起，为制止美帝国主义者对
朝鲜人民的侵略与暴行而奋斗！”中
国红十字会决心以行动捍卫《日内
瓦公约》，维护世界和平。

随着战火的蔓延，10月中国人
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运动迅速兴起。中国红十
字会也紧急动员，一方面与中国救
济总会联合指示各地分会筹款募捐
提供后援保障，另一方面组织战地
救护，并于 1951年 1月 22日向全国
各地分会发出《为组织救济朝鲜难
民医疗队给各地分会的通知》，决定
组建医疗大队奔赴朝鲜前线救护伤
兵难民。

各地红十字会员、医务工作者
热情响应，纷纷报名“参战”，有的甚
至血书“请战”，令人感动。至 1951
年 3 月 5 日，有 50 多个分会向总会
报名，人数达 833 人。经中国红十
字会初步审核批准，有北京、南京、
广州、武汉、西安、青岛、常州、洛阳、
济宁、无锡等分会共计男181人、女
102 人先后赴北京报到，接受包括
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两个方面的短
期教育。

医防队原计划定名“抗美援朝
医防服务队”，但由于医防队不仅为
中朝人民战士服务，同时还要救助
朝鲜难民，体现出国际人道主义精
神，所以最终决定采用“国际医防服
务队”的名称。经短期培训后，总会
挑选出 224 位队员，整编为两个国
际医防服务队大队：第一大队担任
一般医疗及防疫工作，下辖 10 个
队，大队长周立新；第二大队担任手
术工作，下辖 4 个队，大队长冯雁
忱。医防队员以饱满的热情，随时
准备开赴前线，接受血与火的洗礼。

跨过鸭绿江

1951年 3月 10日，为欢送国际
医防服务队赴朝，中国红十字会在
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大
会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
陈叔通主持，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
德全宣读了国际医防服务队全体队
员名单，向 2位大队长和 14位队长
授队旗。李德全勉励队员“发扬祖
国的光荣，高举起这面为祖国人民
的热爱和朝鲜人民的希望所集中的
旗帜，飘扬过浩荡的鸭绿江，飘扬到
洒遍了中朝人民的热血，刚从美帝
魔掌下解放出来的朝鲜国土上，全
心全意地为朝鲜前方英勇的战士，
为后方苦难的朝鲜人民而服务。”第
一大队长周立新、第二大队长冯雁
忱表示：“为了热爱我们的祖国，为
保卫和巩固世界和平，为了祖国人
民对我们殷切的期待，我们愿意坚
决的学习白求恩的精神，救死扶伤，
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走到与帝国主
义斗争的最前线去。”

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展和朝
鲜战场救护的需要，中国红十字会
又相继组织和派出了5支医防服务
队：由天津市医务工作者 108 人组
成的第三国际医防服务大队于5月
25 日从天津出发；由 155 名医护工
作者组成的第四、第五国际医防服
务队于6月28日离京出发；由55人
组成的第六国际医防服务大队于 7
月 11日从北京出发；9月 27日国际
医防服务队第七大队117人由天津
出发。这七个国际医防大队的工作
人员共659人（一说666人、624人）。
各队在前方工作时间一般在半年以
上，有的长达一年多。在极其艰苦
的条件下，队员们不负重托，完成使
命。

“一切为了伤病员”

国际医防服务队抵朝后，立即
投入前后方的防疫和医疗救护工
作，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白天敌机不时轰炸和扫射，他们就
在夜间行动；公路和桥梁被敌军破
坏，他们就绕道涉过刺骨的溪河；城
市被炸成了废墟，他们就搭起帐篷
住在田地里和森林里。

在接近火线的战地里，在“一切

为了伤病员”的口号下，队员利用每
天工作中仅有的空余时间搬运石
块、砍伐树木，用自己的双手修建起
手术室、升降手术台、治疗室、洗浴
室、输液架以及许许多多的医疗用
具和设备。第七大队并建筑起可以
容纳一千余名伤病员的病室。

前线的护理工作极其艰苦，护
士们每天给伤病员洗澡、漱口、喂
水、喂饭，在寒冷的夜间还为他们烧
火取暖。女队员在紧张的工作之
后，在零下 30°的天气，到河边为伤
员拆洗衣服和敷料，深夜里还坐在
灯下为伤员们缝补着鞋袜。“中国人
民优秀的女儿”李伟英，“像慈母般
日夜看护着伤病员，在战斗中更充
分发挥了白求恩大夫的服务精神，
她在敌机发疯似的盲目轰炸下，以
自我牺牲的精神，勇敢地将伤病员
们抬到安全的场所，予以救护。在
八月十三和十四两日，约四百架敌
机乱炸平壤城郊的和平居民区时，
她勇敢的将重患者背到安全地区，
因此被她的英雄行为所感动的其他
工作人员和轻伤患者，也全都出动
抢救重患者，得以安然避难。以后
又好几次在夜间被炸时，她以同样
的行动，抢救了许多伤病员。”许许
多多的“李伟英”，用实际行动实践
着“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庄严承诺。

队员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危在
旦夕的伤员从死神手中抢救出来。
在七大队的一个病房里，一个年轻
的朝鲜人民军伤员李洁洙，因失血
过多而处于濒死状态，护士郜静霞
伸出了胳膊向医师要求输血，但由
于她皮下脂肪过厚，血管深在皮下
找不到，郜静霞毫不迟疑地要求切
开，医师无法拒绝她的强烈要求，切
开皮肤，两次共抽鲜血450毫升，及
时输入到伤员体内，使他转危为安。
第五大队青年团员徐道安、吴德桢、
王一之、黄仙华等队员也集体输血
1000毫升，挽救了伤员苏元祥的生
命。王庆春医生为了抢救重伤员从
平壤徒步赶到前方，没有休息就参
加抢救伤员的工作，在10天10夜里
进行了大小手术 40 多次。诸如此
类事例不胜枚举。

“打垮了细菌战”

为朝鲜人民服务是国际医防服
务队的一项重要工作。

朝鲜贫穷落后，疾病流行，斑疹
伤寒、回归热、疟疾、痢疾等传染病
肆虐，给民众生命安全带来巨大威
胁，也对抗美援朝战争造成直接影
响。防治疫病，无论在前方，还是后
方，都显得紧迫而艰巨。为此国际
医防服务队会同朝鲜保健部门，深
入农村，广泛开展疫病防治工作。
如第一大队在短短两个多月里，就
为朝鲜军民种痘 39882 人，预防注
射 9132 人，治疗传染病 2108 人，一
般疾病 30261 人，受到朝鲜人民的
赞扬。

疫情很快得到控制，而更严峻
的考验则是“细菌”的应对。1952
年春，为了挽回战场败局，美军丧心
病狂地发动了细菌战，试图利用烈
性传染病，削弱朝中人民的斗志。
美军的罪恶行径，激起世界舆论的
强烈谴责。

国际医防服务队一方面发表声
明，抗议美军在朝鲜前线后方大量
撒布细菌毒虫的滔天罪恶，另一方
面，通过写标语、画漫画、编墙报等
形式，广而告之，强化细菌危害的宣
传。

与此同时，因地制宜，采取积极
有效措施，消杀灭菌，捕捉苍蝇、老
鼠、蜘蛛等带菌媒介物，搞好环境卫
生，接种疫苗。有报道称，自美国发
动细菌战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各医
防服务队经常组织流动防疫队，翻
山越岭，背着沉重的药箱，进村庄，
入城市，广泛开展种痘和注射各种
疫苗。队员们常常摸黑循着羊肠小
道归队，遇到恶劣天气，也毫不松
懈。经过艰苦努力，由细菌战引发
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美军的细菌
战被击垮。

在战俘营里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
队，同样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战俘。

根据安排，中国红十字会国际
医防服务队第四大队（下辖 5 个医
防队共 59 人）分配到昌城、田仓等
俘虏营，为战俘提供医疗卫生保健
服务。在战俘营，队员遵照周恩来
总理“消除敌对，缓和矛盾，拥护和
平，反对战争”的16字精神，给予那
些失去了抵抗力的战俘周到而细致
的关怀。他们不仅对营地里的环境
卫生和传染病的管理予以极大关
注，并且向战俘提供丰富的饮食和
其他生活必需品，还帮助和教育战
俘搞好个人卫生，纠正他们偷懒、依
赖、自私和随地便溺的恶习。“营地
里发现流行病，他们就马上为战俘
蒸洗衣被，实行隔离，并以先进的苏
联医学治愈了他们的战伤和常年未
愈的痼疾。”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
服务队关心、呵护，使战俘如沐春
风。

“生活在战俘营里的病俘，没有
一个不感到中国大夫的亲切。”美军
战俘汤姆生离开病院时说：“我一生
一世从未见过任何一个美国医生像
中国医生这样的仁慈和负责任，更
未见过对战俘这样宽大的军队。”美
俘瓦格纳念念不忘说，“他们对我的
关心照顾比我自己还周到。我住院
后的体重从95磅增加到130磅。我
不仅体力增强，精神也愉快。”英俘
哈洛宾还专门写信感谢中国红十字
会，信中写道：“我得到最好的药品、
照顾和治疗，这是一个战俘所不能
期望得到的，我还可以在医院场地
的四周自由地行走，而没有人监视
着；凡是我所想做的事情，差不多都

已被批准，所以我要趁这个机会来
向中国红十字会的林医生和曾医生
道谢，感谢他们的非常周到的待遇，
我将把许多愉快的回忆带回去，告
诉我们英国的人民；并且把中国人
民的高尚品德和善意也告诉他们，
中国人民对任何人都没有宿恨，我
希望他们在未来的年代里将继续进
行这种对世界人民的良好工作。”

战俘们被国际医防服务队员们
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感动，亲切地称
他们为“伟大的朋友”。

“高贵的生命之恩人”

国际医防服务队全力以赴为中
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服务，救
护大量伤兵伤民，如第一医防服务
大队接办的德阳医院，从 1951 年 6
月至1953年10月，救治和运送伤病
员 116826名之多。此外，医防服务
队还为朝鲜人民培育了一批医护人
才，增强了救护力量，建立了卓著功
勋，受到朝鲜军民的交口称赞。

1952 年 12 月 19 日，朝鲜驻华
大使权五稷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将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功劳章”授予为
朝鲜军民服务的中国红十字会国际
医防服务队第一、第七大队的30名
模范工作者。权五稷大使在致词中
表达了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
红十字会的诚挚谢意，表示“朝鲜人
民一定要更加巩固朝中人民的友
谊，为战胜美国侵略者而奋斗到
底。”12月21日，30位荣获功劳章的
国际医防队员上书毛泽东主席致
敬，“保证在不同的岗位上，加倍努
力，珍爱与发扬朝鲜人民所赠予我
们的荣誉，保卫祖国人民的健康，增
强祖国和平建设的力量，支援朝鲜
人民争取解放与独立自由的斗争，
以答谢朝鲜人民和您像对待自己的
子女样对我们的教导和培养。”

《朝鲜人民军》报记者张景周撰
文高度赞扬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
服务队，说：“所有的队员都在为争
取每一个伤病员重返前线这一光荣
的任务而忘我地艰苦地工作着。一
种使伤病员忘却伤口痛楚的恳挚而
慈祥的作风与精神，充满在全病院
里。我们对中国人民所给予我们的
这种伟大的医疗援助，表示崇高的
敬意，我们要赞扬这些满怀着国际
主义与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中国红
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的队员们，
因为他们是朝鲜人民的‘高贵的生
命之恩人！’”张景周记者所表达的
心声，正代表了朝鲜人民对做出卓
越成绩的医防队员的高度评价和赞
誉。毫无疑问，他们和志愿军一样，
是“最可爱的人”。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任，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本文为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
略项目阶段性成果）

闪光的“红十字”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参与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往事

授旗仪式

战地救护

接种疫苗

■ 韩维正

“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
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
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
强大敌人。”10月19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观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
览时的重要讲话令人备感振奋。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70年前，为了保卫和平、反抗
侵略，中国党和政府毅然作出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英
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正义旗
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舍生
忘死、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
战争伟大胜利，为世界和平和人类
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
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
伤、俘敌 71 万余人。战争以美国
侵略者被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
线而告结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
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
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
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
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
曲曲可歌可泣的凯歌，而且锻造出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祖国和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
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
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
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
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
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
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
不强。而精神往往需要从斗争中
汲取。回望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9
年光辉历程，正是在一场场具有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党带领人民
凝铸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力地推

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

抗美援朝运动以高度的爱国
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极
大地鼓舞起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
和劳动热情。

对内，抗美援朝成为鼓舞中国
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
动力。为了支援前线，工人们提出

“工厂即战场，机器即枪炮”的口
号；广大农民踊跃交售“爱国粮”；
全国城乡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女、妻
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场
面。正是由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大
力支援，才形成了同仇敌忾、战胜
一切困难和强大敌人的无穷力量，
才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对外，抗美援朝也极大鼓舞了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极
大推进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
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力量源泉
及其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伟大
的抗美援朝斗争的正义性。这场
正义之战也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
国家和人民的同情、支持和援助，
最终正义之师赢得了战争胜利，维
护了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这颗
精神火种一直延续到今日，继续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发光发
热。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正义
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
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
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这
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
富。

未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道路上，免不了还有许多险滩、暗
流，但只要我们在精神上站得住、
站得稳，就一定能在历史洪流中屹
立不倒、挺立潮头。

（人民日报海外版）

抗美援朝精神永远是宝贵财富

■ 吴玉泉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红十字
运动正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
广泛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红十字是一种精神，更是一面旗
帜，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
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运动。

为了感召更多人投入和支持
红十字运动，确保救助弱势群体的
目标得以实现，红十字运动的发起
和推动者一直在探索和总结运动
需要秉持的基本原则和共同理想。
直到 1965 年，在维也纳第二十届
国际红十字会大会上，正式通过了
七项红十字基本原则——人道、公
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
遍，成为各国红十字运动的基本遵
循。

中国红十字会在此基础上，结
合我国文化传统和具体实践，进一
步提出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
十字精神。自此，红十字精神被赋
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文化内涵，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度契
合，更加具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
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
哲学传统的角度来认识红十字精
神，更有利于厚植红十字运动在中
国发展的土壤。

人道，即减少战争对人的创
伤，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
的尊严，尽最大努力减少人的痛
苦。早在 2500 余年前，我国古代
哲学家老子便具有深厚的人道主
义情怀，他认为战争是有害的，应
当尽可能避免战争。“天下有道，却
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
郊。”当天下人都讲求道义、人道的
时候，就不会有战争，生产繁荣，人
们安居乐业；当天下人失去道义、
人道的时候，就会连年争战，田地
荒芜，人们流离失所。“兵者不祥之
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
淡为上。”即使不得已而使用武力，
也要以达到目的为原则，适可而
止，不要为了逞强而扩大战争，给
人们带来不必要的痛苦。传说，一
代枭雄成吉思汗正是在接受了道
士邱处机“敬天爱民”的人道主义
思想后，才停止了连年征伐和杀
戮。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墨子也是
人道主义的倡导者，他著名的“非
攻”思想对稳定当时社会秩序产生
了积极影响。听说楚国想要攻打
宋国，他赶了十天十夜到楚国去，
通过现场和公输般的论战，说服楚
王打消了攻打宋国的念头。哲学

家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孟子认为，人本性就是善良的，“今
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
隐之心。”在他人的生命健康受到
威胁的时候，人只有发展生而就有
的“恻隐之心”，施以帮助和救护，
才能真正成为高尚的人、大写的
人。

博爱，即广泛地爱一切人。这
与墨子哲学的“兼爱”思想不谋而
合。“兼爱”，即天下每一个人都应
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
人。墨子说，假如人们都能遵从他
的思想，实行兼爱，那么“老而无妻
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
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
身”，社会的弱势群体就会得到应
有的关爱和帮助。用墨子的话来
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
人者，人必从而利之”，你今天帮助
了别人，当你遇到困境时别人也会
帮助你，从而做到人人相互帮助，
共同建设一个充满爱心和温暖的
美好世界。儒家的“仁义”哲学思
想也有着深厚的博爱情怀。哲学
家孔子说：“仁者，爱人。”又说：“夫
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
人。”爱人不是一种规定，而是一种
精神，与金钱和利益无关，体现的
是社会担当、社会责任，真正爱人
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
的人。

奉献，即为别人付出，心甘情
愿，不图回报。《红十字与红新月运
动章程》提出：“本运动是志愿救济
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回
报。”老子在这方面早就有着很深
的觉悟，其“利而不争”“有余以奉
天下”的思想，对中国人精神境界
的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形
象地用自然界的水来作比喻，如水
孕育万物，却最终处于世界最低洼
的地方，从不高高在上、居功自傲，
所以甘于奉献才是“天之道”。还
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得
道的人从不贪婪，以满足自身需要
为本，把多余的财富奉献给不足
的、需要的人。孟子的“成己成物”

“赞天地之化育”的“明诚”思想，也
是教导人们通过帮助他人、成就他
人，推广仁爱，来达到与天地合一
的精神境界。

就象一粒种子落在肥沃的土
地，红十字精神在中国古代哲学思
想的浸润下，在中国大地茁壮成
长，开出了绚丽的人道之花。

（作者系山东青岛市崂山区红
十字会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

红十字精神与中国古代哲学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