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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贵祥

【摘  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各界、国内国外中华同胞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海

外华侨、国内归侨侨眷开展了各种支援活动。他们积极参军参战，举行各种集会，通电致函，捐献财物，强

烈谴责美国侵略，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决策，积极声援志愿军入朝作战，成为抗美援朝运动重要而有特

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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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进行武装干涉、大举侵略朝鲜，并命令其海军第七

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此外，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军队为

主，英、法等15个国家有少量军队参加的“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并无视中国政府严正警告，

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

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有关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学界多有研究，成果丰硕 a，本文旨在研究华侨对祖国抗美援朝

运动的支援。

一、华侨党派谴责美国侵略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抗美援朝运动，得到了华侨的热烈响应。代表华侨政党的中国致公党及在后方的归侨、侨眷，或发

抗议声明，或集会声讨，愤怒谴责美国侵略，成为声援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于27日发表声明，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6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武

装侵略朝鲜和中国台湾、干涉亚洲事务的行径。周恩来的声明得到国内各界及国外华侨的响应。

周恩来发表声明的第二天，中国致公党发言人驳斥杜鲁门的声明，谴责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

武力阻止中国军队解放台湾；“我们特严正声明，台湾是我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侵犯”；“我

们完全拥护周外长的声明，我们不仅一定要以全国的力量从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手中解放自己的台湾，

 a据有关学者统计，目前有关抗美援朝战争及抗美援朝运动的著作近百部，其中学术类著作影响较大的有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等；通过中国知网的检索，有关抗美援朝的论文

1200余篇。有关代表性论著观点，详见石善涛：《近十年来抗美援朝史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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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号召全亚洲以及全世界人民，一致起来，制止美帝的侵略罪行，把美帝的战争企图和帝国

主义的一切政策粉碎在人民怒潮里！” a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积极推动

海外华侨、国内归侨侨眷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加强与国内外二千余万华侨、侨眷的联系，促进国

外侨胞为保卫自己正当权益的爱国大团结，深入国内侨眷、归侨、华侨学生的抗美援朝运动，发动

归侨、侨眷、华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捐献更多的‘华侨号’飞机、坦克、大炮，提高侨眷、归侨

的政治积极性，推动一切方面的工作。” b

1950年8月1日，首都各界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23周年、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台湾示威大

会，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委陈演生在大会上演讲，再次愤怒谴责美国帝国主义者狂妄地发起向北朝鲜

进攻的侵略战争和侵略中国台湾的罪行。8月27日，美国侵朝战机5次侵入中国东北领空，并连续

扫射东北民众、建筑物以及车站和车辆。8月29日，中国致公党发表抗议美国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的

声明：“向美国帝国主义者警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领海、领空，是决不容许有任何侵犯的！

中国人民对卫护国家主权和保卫世界和平，是有奋斗到底的决心的”，“坚决拥护周恩来外长向美国

政府提出的严正抗议，要求美国政府立即严惩这次在中国领空肆虐的美国空军，赔偿中国所受的一

切损失，并撤退在中国领土如在台湾方面的一切武装势力！” c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兵武装干涉并派军舰入侵中国台湾海峡，同时将侵略战火烧到中国边境。

中国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做出荒谬“决定”，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国”，

在国际上遭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谴责。1951年2月16日，斯大林批驳联合国的“决定”是“可耻

的决定”，“丧尽天良”。 d随后，中国致公党发言人对斯大林的谈话发表意见：“我们对斯大林的谈话，

表示热烈拥护，而对于他支持我国的正义，尤觉感激无已。中国人民决心响应斯大林的号召，保卫

和平到底；并绝对相信战争贩子们的一切行为，终会在全世界人民铁拳之下粉碎。” e

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违背国际公约和人类道德，竟在朝鲜、中国东北及山东青岛等地大规模使用

细菌武器，伤害无辜民众。美军这种滔天罪行遭到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者的愤怒谴责。中国致公党

曾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发表声明，抗议美国侵略者这一无耻罪行。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除声讨美国

侵略者的暴行外，还号召国内的归侨侨眷，扩大反细菌战的宣传，把华侨群众动员起来，为扑灭细

菌战而坚决斗争；号召海外华侨行动起来，支持祖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的斗争，海外华

侨和祖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团结一起，支持世界人民怒潮澎湃的抗议。 f

中国致公党是代表华侨的政党。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该党积极活跃，多次发表声明，强烈谴责

美国武装侵略朝鲜、侵入中国台湾的罪行，代表了全体海外华侨、国内归侨侨眷的态度。在中国致

公党的带动和影响下，海外华侨及国内归侨侨眷积极投身抗美援朝运动中。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一些海外华侨纷纷给美洲致公党元老、归国

侨领司徒美堂写信，提出中国为什么要抗美援朝等问题。司徒美堂除个别作答外，还撰写了一封致

 a《致公党发言人斥杜鲁门声明  美帝强盗侵略行为激起世界人民反抗》，《人民日报》1950年6月30日，第3版。

 b何香凝：《中侨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开幕词》（1951年6月17日），《双清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1页。

 c新华社：《中国致公党发表声明抗议美机侵犯我领空》，《人民日报》1950年8月30日，第1版。

 d《中国致公党发表意见　响应斯大林和平号召》，《人民日报》1951年2月21日，第1版。

 e《中国致公党发表意见　响应斯大林和平号召》，《人民日报》1951年2月21日，第1版。

 f陈其尤：《海内外华侨行动起来，制止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争》，《人民日报》1952年4月3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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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侨的公开信，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具体回答了中国抗美援朝的原因：

因为美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朝鲜，是它准备大举进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步，战火临门，

必须及早扑灭，援朝即是卫国，这是一。其次，朝鲜是我历史上兄弟之邦，中国抗日之时，

朝鲜兄弟曾帮助过我们，解放战争四年，朝鲜兄弟也为中国人民流了许多血。今日朝鲜人

民有难，我们袖手旁观，那就是忘恩负义，所以，我国人民志愿军自动援朝，是合乎道义

的行为。现在，朝鲜人民军和我们的志愿部队已经把美帝国主义机械化部队打得头破血流，

阵线崩溃，丧师四万，抱头鼠窜。这就达到我们的既以助友，又以保家的目的。第三，我

们的行动正是为了巩固世界和平。对于世界和平的愿望，全世界人民是一致的，但和平不

能坐待，更不能乞求，一定要用力量去争取，我们发动人民力量，打击美帝侵略，这就鼓

起世界人民反抗侵略的信心，可以保卫世界和平。第四，戳穿美帝纸老虎，打击“美国第一”

的狂妄。可以纠正“亲美”“崇美”“恐美”等错误思想。第五，提高了中国人民在国际的地

位，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生活上开辟了一个“一言九鼎”“举足轻重”的历史新时期！ a

公开信还指出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重大意义：“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被压迫人民反抗的

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朝鲜战场的胜利，不特是朝鲜人民的胜利，不特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更是

全世界和平人民的胜利。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有世界意义的胜利。中国已经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

有力支柱。” b司徒美堂的公开信，对于抗美援朝的原因和意义，条分缕析，解释清晰，解答了海外

华侨的疑问。

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代理会长的

马来亚归侨彭泽民，积极投身抗美援朝运动。他针对美军在朝鲜和中国边界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发

表谈话，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协会控诉美国违反其参加签字的

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公约，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试验细菌武器，抗议侵朝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

用细菌武器；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朴宪永外相，致电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主席，提出

严重抗议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 c为了给国际社会提供美国违反国际公约使用细菌武器的

罪证，彭泽民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孱弱的情况，1952年3月毅然参加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

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东北分团，亲赴中国东北对美军投

掷细菌弹的罪行进行实地调查。狡猾阴险的美军企图逃避世界舆论的谴责，阴谋使用“传单弹”投

下杀人细菌以掩饰罪行。起初，调查团人员只能限于在美军投下杀人细菌的地点对证人进行事后调

查，有些团员因找不到实物罪证产生了焦虑情绪。但彭泽民坚信能找到更多的证据，并教育说服随

行人员耐心调查。果然，由昆虫学家刘崇乐所率领的调查小组，于3月20日在沿鸭绿江边的辽宁省

宽甸县发现了美军投下的一枚椭圆形的细菌弹残骸。同时，调查团朝鲜分团也收集到了有关证据。

这些证据后来被国际科学委员会所确认，并收录在该委员会的报告书里面，使美国的滔天罪行终于

 a司徒美堂：《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寄美洲华侨一封公开信》，《司徒美堂》，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版，

第92～93页。

 b司徒美堂：《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寄美洲华侨一封公开信》，《司徒美堂》，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版，

第93页。 

 c杨宝煌：《我红十字会总会彭泽民发表谈话　抗议侵朝美军使用细菌武器》，《人民日报》1951年5月19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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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暴露无遗。 a事实证明了彭泽民的判断是正确的。彭泽民还和许多证人谈话，对聚来的居民发表

斥责敌人细菌战罪行的演说，他甚至常常走在一些年轻人前头，徒步上山下山现场观察。有一次，

在安东（今辽宁丹东）镇江山附近调查时，他因劳累过度而病倒。经检查，发现得的是肺痈症。自

那以后，他的健康状况便逐渐变坏，以致影响了他的寿命。 b彭泽民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捍卫人类

和平事业，不辞辛劳、不惜以身体为代价。

二、归侨参军或随军赴朝作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一些适龄归侨青年也积极报名参军参战。1950年11月，

北京归侨学生翁乃抗等285人请缨要求参加志愿军，并发表宣言表示：只有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

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保卫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才能保卫世界和平；愿继承先辈热爱

祖国的反帝传统，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时踊跃为抗美援朝捐献物品。 c

1950年秋冬，在泰国当小学教师的华侨女青年许玲不顾父母反对毅然回国。因没有身份证明，

她和同行的十几名中国人在轮船舱底躲藏了20多个小时才出境。在轮船航行途中，她响应祖国抗美

援朝的号召，捐出自己带回的一些首饰和瑞士陀牌女式姊妺表中的一块，支持抗美援朝前线。回国

后毅然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前线作战，并留下了在朝鲜前线的战斗手册，其中的一篇《夜间

演习记》，记录了她所在的志愿军部队一次夜间实战演习的情况。 d

随着一批批志愿军入朝参战，一些原在军中服役的归侨跟随所在部队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

入朝作战，在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不朽功绩。祖籍福建同安的马来亚归侨林有声在抗美

援朝战争打响时任志愿军某师参谋长，在朝鲜金城地区指挥所部与美军作战并立下战功，后率部参

加第五次战役，在上甘岭血战中，林有声和战友们发明的坑道战术发挥很大作用，为上甘岭作战取

得胜利再立战功，后升任师长、军参谋长，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颁发的一级自由独

立勋章和二级国旗勋章。祖籍海南的新加坡归侨卢胜，时任某军政治委员，1952年夏入朝作战，和

军长一道指挥并获得多次作战胜利，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国旗勋章。时任空军歼击

航空兵三师中队长的朝鲜归侨汤奎，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作战机智勇猛，击落美军 F-86型飞机两架，

屡建战功，后晋升为副师长。福建泉州籍菲律宾归侨王天华、新加坡归侨吴记西等在抗美援朝前线

英勇作战。福建厦门市有一批归侨赴朝鲜前线担任汽车驾驶员，出没于硝烟战火中。

还有些归侨志愿军官兵在朝鲜前线受到嘉奖。马来亚归侨龚勋因作战有功，1953年10月25日

荣获朝鲜人民英雄军功章及证书（朝鲜文）。同日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给龚勋“‘和平万岁’抗美

援朝纪念章”；政府有关部门发给他“1951年‘抗美援朝纪念章’”。这些纪念章均保存在中国华侨

 a杨宝煌：《我红十字会总会彭泽民发表谈话　抗议侵朝美军使用细菌武器》，《人民日报》1951年5月19日，第

4版。

 b廖盖隆：《学习彭泽民先生》，《纪念彭泽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页。

 c《留京华侨学生发表宣言号召华侨青年奋起抗美  二百余人已申请参加志愿军献慰劳品》，《人民日报》1950

年11月29日，第3版。

 d许玲在朝鲜前线的工作手册原件，收藏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见王春法主编：《行远同梦——华侨华人与

新中国》，北京时代华文书店2019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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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博物馆。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还保存有1950年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给马来亚归侨志愿军

战士陈民生喝水用的搪瓷缸，缸身写有“赠给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字样。 a

山东籍朝鲜华侨陈相寿虽然不是志愿军战士，但积极为在朝鲜前线和后方作战的志愿军服务，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志愿服务人员，受到志愿军某部中队的表扬，表扬信内容如下：

山东老乡陈相寿：

自一九五三年我们部队驻扎九岭里后，那时我们部队没有翻译，借用朝鲜老乡东西和

干工作不便。该老乡帮助我们部队借锅买草盖房一共干了二十多天才辨 [ 办 ] 好。在十一

月间，我们部队需要按 [ 安 ] 电灯没有器材，又跟随我们部队到各地去买线，和买变压器

到 X 山去辨 [ 办 ] 交涉。尤其是架设线路那几天他脚痛，还同样帮助我们部队干工作，一

共干了两个多月，不怕疲劳地顺利完成了任务。我们部队认为该陈相寿老乡是帮助志愿军

干工作的模范。

一中队  崔森林

1954年3月22日 b

归侨青年积极参加志愿军，表现出保家卫国的高昂激情；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归侨指挥员凭借

以往的经验智慧，驰骋疆场，指挥有方，战功赫赫，受到嘉奖；志愿军中的归侨战士表现出色，勇

敢顽强，不怕牺牲，立功晋升。志愿军中的归侨官兵为抗美援朝战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开展多种形式声援抗美援朝运动

海外华侨、归侨侨眷声援抗美援朝运动的形式多种多样，或向联合国递交请愿书反对美国侵略

朝鲜、侵入中国台湾，或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慰问电，或举行各种集会声援抗美援朝斗争。

美国大举出兵侵略朝鲜，朝鲜华侨深受其害，在硝烟战火中艰难生活。1950年“八一五”朝鲜

解放5周年纪念日，朝鲜华侨与朝鲜民众不顾美军飞机残暴肆虐，举行纪念活动，平壤市华侨庆祝

大会通过了向毛泽东主席的致敬信。信中说：“美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朝鲜，并企图阻挠我人民解

放军解放祖国的领土台湾，进一步干涉亚洲人民的独立和解放。……我们坚决响应您的号召，誓与

朝鲜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支援祖国人民解放台湾，支援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取得最后胜

利。使美帝国主义者在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面前颤抖悲泣吧！” c信中对美国侵略者充满

了愤怒之情，对打败美国侵略者充满殷切期望。1951年9月30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

年，平壤各界华侨举行盛大集会。北朝鲜华侨联合总会副委员长马玉声在大会上讲话，代表朝鲜华

侨向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及祖国全体人民致敬。他在讲

话中详细地介绍了两年来祖国建设事业和祖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伟大成就，号召全体华侨进一步

展开抗美援朝运动，增加生产，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为被美帝国主义残杀的侨胞报仇，为保卫

 a王春法主编：《行远同梦——华侨华人与新中国》，北京时代华文书店2019年版，第56～57页。

 b该信原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见王春法主编：《行远同梦——华侨华人与新中国》，北京时代华文书店

2019年版，第53页。

 c新华社：《朝鲜华侨向毛主席致敬　表示坚决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战争》，《人民日报》1950年8月3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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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大会致电毛泽东主席祝贺国庆，同时致电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

怀，表示敬意。 a

旅居日本的4万多名中国台湾籍华侨，对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表示强烈愤慨。1950年10月2日，

旅日台湾同胞代表会议召开，通过了致联合国大会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的请愿书。请愿书由

甘文芳、曾森茂、吴荣藏、陈焜旺等12人代表旅日台湾籍华侨签名。请愿书指出，开罗会议、波

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书均明确规定台湾归还中国。由于国际协定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干

涉他国内政原则又是确定不移的国际法规，所以，任何外国武装部队开到台湾，都应被视为直接军

事干涉行为。这种干涉行为构成对和平的明显威胁，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制止。请愿书向联合国

大会提出下列要求：一是应确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外国直

接干涉台湾的非法行动。三是如果没有能对中国人民负责的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或安全理

事会不得采取关于台湾的任何行动；如采取任何其他行动，将被所有的中国人民认为无效。 b开罗

会议、波茨坦公告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后加入波茨坦公告）反对和制

裁日本侵略、归还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确定战后秩序、消除日本军国主义武装的国际法规。如今

日本投降遭到制裁后，美国却出尔反尔，践踏自己参与制定的国际法规，武装侵略朝鲜和中国台湾。

旅日台籍华侨致联合国的请愿书，依据法理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进而提出三条严正要求，义正词

严，铿锵有力。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华侨团结促进会于1951年3月中旬致电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你们在

毛主席的伟大精神感召之下，为着保家卫国，也为着援助被侵略的善邻与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崇高

目的，忘我地驰赴冰天雪地的前线与朝鲜兄弟并肩作战，把迫临我国大门口的凶恶敌人赶走，斩断

了侵略者刺向我国心脏的长矛，获得震撼全世界的辉煌胜利，保障了我国的安全，阻止了世界大战

的危机。这是何等伟大的英雄业绩啊！我们是在赤道线上居住的中华儿女，你们的功勋感奋东方各

民族人民，使我们感到多么地光荣。我们的心像赤道上的阳光一样热烈地朝向你们，说不出对你们

的仰慕和敬爱。海天迢迢，谨此驰电慰劳，并致最崇高的爱国主义敬礼。” c印尼华侨给志愿军的慰

问电“像赤道上的阳光一样热烈”，表达了对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的真挚情感。

美国侵略战火肆虐中国边境领土，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法国华侨联合会于1950年11月

12日发表声明表示：“美帝国主义已将战火烧到我国的边疆，直接威胁我国的安全。美国侵略朝鲜

的海、空军屡次侵越我国领海领空，屠杀我国人民；远在海外的旅法华侨感到无限愤怒”，“断不能

容忍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积极支援祖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 d旅法华侨陈仁宽等132

人写信给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表示慰问和致敬，“你们伟大的义举和光荣的成就感动了

整个旅法华侨工人商人学生”，“美国帝国主义的欲望和野心是无底的，不遭到彻底的失败和灭亡决

不甘心罢手；但你们的英勇和胜利已使他们在你们面前战栗。只要继续给他们打击，他们全面的崩

 a《平壤各界华侨举行盛大集会  决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10月8日，第4版。

 b新华社：《旅日台湾籍华侨四万人  致书联合国大会和斯大林  强调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人民日报》

1950年10月6日，第1版。

 c《印尼雅加达华侨团结促进会致电慰问人民志愿军》，《人民日报》1951年3月15日，第1版。

 d新华社：《旅法华侨联合会发表声明  拥护祖国各民主党派宣言  热忱支援祖国人民抗美援朝斗争》，《人民 

日报》1950年11月22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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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是无疑的。全世界人民是在你们一边”。 a法国华侨在慰问信中表示：“亲爱的战士们！你们牺牲

热血和生命以保卫祖国的精神，你们卫护世界和平的丰功伟业，都将流芳百世。我们愿向你们坚决

保证，誓作你们的后盾。” b法国华侨的信函高度赞扬志愿军将士英勇杀敌的事迹，对浴血作战的志

愿军将士予以很大鼓舞。

抗美援朝运动掀起后，国内归侨侨眷积极响应，纷纷声讨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入侵中国台湾的

罪行。针对美国侵略朝鲜并派战机入侵中朝边境的中国领空、肆意轰炸扫射的强盗行径，1950年8

月30日，归国侨领陈嘉庚以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的名义致电联合国安理会，抗议美国飞机侵入中

国领空、屠杀中国同胞的暴行。电文指出：“美国侵略朝鲜军队之军用飞机侵入我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空、滥施扫射我同胞的挑衅和暴行，已引起我海外侨胞无比的愤怒。我代表南洋华侨，坚决拥护

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向美国政府所提出的抗议书中的要求，和向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控诉和建议。我们要求安理会立即采取措施，制裁美国侵略朝鲜军队对我国的

侵略罪行，并令美军撤出朝鲜，以利远东和平。”  c1951年10月，陈嘉庚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

三次会议，在发言中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

1950年11月10日，福建省晋江县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与会代表对美国侵略朝鲜、威胁

中国安全，表示强烈愤慨。归侨代表赵祖培发言表示：“我们从今天起便要做好准备，提高警惕，

从各方面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战争，胜利一定属于朝鲜人民。” d11月1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

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福建分会召开首次全会，归国华侨张兆汉、李述中、庄炎林、马宁、张壮飞出

席会议，讨论决定加强领导全省抗美援朝运动。特别是福建泉州的蔡文山、陈汉泽等一批归侨，发

动各县侨联组织归侨侨眷，持续开展有声势的抗美援朝活动。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10月的一年

时间内，先后召开和举办各种宣传活动、座谈会、控诉会达92次，累计有8600多人参加声讨美国

对朝鲜和中国侵略暴行的爱国活动。1951年2月，泉州市各县侨联发动归侨侨眷参加抗美援朝的“反

对殖民主义斗争日”示威游行，有20多万归侨侨眷参加，其中晋江县的归侨侨眷达5万多人，不少

归侨在和平宣言上签名，泉州、晋江、南安三县（市）侨联会员在宣言上签名的有2155人。 e从中可见，

泉州各地归侨侨眷开展的声援抗美援朝运动的活动可谓轰轰烈烈。

海外华侨和国内归侨侨眷开展的响应抗美援朝运动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从海外到国内遥相呼

应，从中央侨务部门到各地侨乡上下联动，从侨领侨商到一般侨众齐声行动，是国内外抗美援朝运

动中具有自身特色的组成部分。

四、为抗美援朝运动捐献财物

捐款献物支援志愿军将士抗击美国侵略者，是华侨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式。抗美援

 a新华社：《旅法华侨写信慰问志愿军》，《人民日报》1951年1月16日，第1版。

 b新华社：《旅法华侨一百余人写信慰问人民志愿军》，《人民日报》1951年3月14日，第1版。

 c新华社：《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代表南洋侨胞要求制裁美侵略罪行》，《人民日报》1950年9月1日，

第2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福建省志·华侨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180页。

 d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华侨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e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华侨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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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运动期间，许多归侨侨眷的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纷纷订立爱国公约。

归国侨领带头捐款献物。1950年11月15日，著名归国侨领陈嘉庚将所属集友银行1张500元人

民币（新币）的支票交中国银行代转，作为“寒衣捐”，支援抗美援朝，起到带头示范作用。泰国归

侨蚁美厚是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最年轻的爱国侨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

他将其夫人汇来的10万港元全部用于购买公债支援国家抗美援朝作战，并捐献一笔款项和药品支援

朝鲜前线。 a 

在归国侨领的积极带动下，全国各地各界归侨侨眷掀起捐款献物、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热潮。

1950年11月，北京近300名归侨学生纷纷捐献财物，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和朝鲜人民。截至11

月23日，他们捐献资金46519595元（旧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为4652元）；各种金器、金刚钻52件，

银器14件，照相机3架，望远镜1架，钢笔11支，手表6个；衣服、棉被等496件；药品84种；皮鞋、

毛巾、牙刷、温度器、探热针、军用壶、军用袋、手电筒等26件。其中翁乃抗一人捐献11746645

元（旧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为1174.66元）。 b归侨学生捐献多种多样的物品，体现了支援抗美援朝

运动的高涨热情。

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抗美援朝前线志愿军捐献武器的号召，1951年6月10日上午，

首都北京归侨约千人集会，决定联合各地归国华侨，捐献“华侨号”飞机、坦克、大炮，支援朝鲜

前线志愿军作战。大会由李济深、彭泽民、廖承志、连贯、陈其瑗、李铁民、黄鼎臣、沈兹九、汪

金丁、刘公冠（学生代表）等组成的主席团主持。大会主席团主席、北京归国华侨联谊会副主席连

贯首先报告集会的意义，他指出：海外华侨一贯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摧残，痛恨帝国主义和侵略

战争，热爱祖国和人民，他们对保卫祖国人民幸福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愿望与贡献向来不落人后；全

国各地归侨一定会起来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捐献飞机、坦克、大炮，支援人民志愿

军；目前海外华侨的处境是困难的，不可能像国内一样自由地来参加这一运动，但是他们是懂得如

何克服困难避免压迫，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援这一运动的。继之，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团长廖承志讲

话，他转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对华侨的问候，参加志愿军的华侨战士们对侨胞的问候。廖承

志在报告志愿军英勇作战的英雄事迹时，特别举出志愿军中的华侨战士发挥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动

人事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也在大会上发言，他号召华侨踊跃支援英勇保卫祖国的

人民志愿军。大会一致通过向全国归国侨胞建议捐献“华侨号”飞机和大炮、坦克的提案，并一致

通过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的电文。与会归侨代表张楚琨、黄长水和庄明理都表示：归国华侨将尽

一切力量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北京各学校的华侨学生代表报告他们捐献“华侨号”

飞机基金的数字，其中华侨补习学校学生捐献人民币1410多万元（旧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为1410元），

金器41件。许多归侨当场捐献，其中一人捐献5000万元（旧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为5000元）。据统

计，北京归国华侨献金短期内达人民币2亿多元（旧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为2万元）。 c北京归侨召

开的为志愿军捐献武器大会，规模和声势很大，为归侨侨眷的捐献活动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福建

 a王春法主编：《行远同梦——华侨华人与新中国》，北京时代华文书店2019年版，第42页。

 b《留京华侨学生发表宣言号召华侨青年奋起抗美  二百余人已申请参加志愿军献慰劳品》，《人民日报》1950

年11月29日，第3版。

 c新华社：《北京归国华侨千人举行大会　号召归国侨胞热烈捐献武器》，《人民日报》1951年6月12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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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晋江地区归侨侨眷积极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为朝鲜前线捐献飞机的号召。1951年7月，

在晋江县侨联的发动组织下，归侨侨眷捐献1架“晋江华侨号”战斗机支援志愿军杀敌。至9月中旬，

晋江地区各县（市）归侨侨眷共捐款330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晋江县归侨侨眷捐献2000多万元；南

安县华美村在一次声援抗美援朝现场会上，归侨侨眷当即捐献价值昂贵的金银首饰。至同年11月，

晋江地区各地归侨侨眷捐款总额达5929万元人民币。 a云南昆明归侨侨眷也捐款10多亿元（旧币，

折合新版人民币为10万多元）。北京以及广东的广州、汕头、佛山、台山、石岐等地归侨侨眷也纷

纷响应为志愿军捐献财物的活动。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归国到滇缅公路为中国抗战抢运战略物资的印尼归侨陈寿全，

在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并占领后，他辗转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电化冶炼厂开车，1949年11月他带

头开门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冶炼厂，并担任该厂工筹会主任兼组织委员，多次被评为厂、县、市各

级先进人物。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寿全尽管家庭困难，但他仍慷慨捐献出从印尼带回来维持生

活的10两黄金支援祖国抗美援朝战争。 b

为抗美援朝前线捐献财物的活动扩展到国内各地侨乡。1951年2月8日，福州市归国华侨联谊

会举行侨联筹委会及各小组联欢会，欢度春节。归侨自愿开展捐献活动，慰劳抗美援朝前线志愿军

将士，半天之内捐款650元（新版人民币），其中归侨程丽川一人捐300元。同年6月21日，福州市

侨联召开抗美援朝工作会议，会间与会归侨为抗美援朝捐款100元（新版人民币）。马来亚槟榔屿归

侨王孔庚以修理自行车维生，每月为抗美援朝认捐5元（新版人民币）。归侨郑昌祯、刘荆荫、林青

山、吴师基4人认捐1100元（新版人民币）。在此前后，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收到旅居新加坡的

福建华侨汇寄志愿军慰劳金5786元（新版人民币）；福州市侨联收到印尼归侨林尔华转来其兄从海

外汇来捐给抗美援朝款项1000港元，并收到海外华侨陈向慢寄来捐款100元（新版人民币）。云南省

各界归侨侨眷踊跃捐款，共捐款49亿多元（旧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为49万元）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朝

鲜前线。 c广东各地归侨侨眷也开展了类似的活动。

国外各界华侨也积极为抗美援朝前线捐献各种物资和专款。遭到英国马来亚殖民当局迫害归国

的槟榔屿《现代日报》总编辑方君壮，在进入国门的当天，就把自己身上的零用钱全部捐献慰劳志

愿军。1951年1月中旬，由泰国、印尼和马来亚等地乘船回国的华侨1425人，在船上举行了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大会，并共同捐献了1798万元（旧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为1798元），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

橡胶园华侨工人李后生在捐献他的金戒指时表示：“我们华侨工人要以实际行动支援在朝鲜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打倒美帝国主义。”年近70岁的华侨妇女陈何氏捐出平时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10万元（旧

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为10元），表示捐款为购买子弹打美国侵略者用。1951年4月，一批归侨乘坐

“芝加连号”邮轮回国，于航行途中在甲板上掀起抗美援朝捐献活动。身处战火中的朝鲜华侨通过中

国驻朝鲜大使馆捐款1927363元（旧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为192元）。新加坡崑兴企业有限公司常务

 a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华侨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按：该资料说晋江归

侨侨眷捐款均为人民币新币，若为新币数额很大，根据当时币制情况，笔者疑为旧币，待考证。

 b张国贤、姚盈丽编著：《南侨机工英名录》下册，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3页。

 c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卷六十五·侨务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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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郭瑞人等，为抗美援朝采购大量橡胶等军用物资，冲破重重困难，及时运回中国。 a泰国德美

行有限公司董事长、侨商李引桐，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慷慨捐赠21万吨橡胶给祖国支援朝鲜前线。 b

橡胶产于热带地区，是制造汽车、飞机轮胎的主要原料，是当时中国短缺的作战物资，郭瑞人、李

引桐的捐赠弥补了中国橡胶原料短缺的大问题。

马来亚、苏门答腊有36个侨团分别给中朝军队将士写信致敬，信中表示时刻关心着新生的祖

国，时刻关心着保卫祖国及世界和平的志愿军将士们。缅甸、泰国的许多侨胞自动发起拒看美国电

影、不买美货运动。当美国侮辱中朝人民抗击侵略的宣传片《血战全韩》运到印尼雅加达准备放映时，

立即引起侨胞的愤怒抗议，结果使这部影片在印尼的许多城市无法放映。与此相反，当纪录片《新

中国的诞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首次放映时，侨胞争先恐后地观看，观众多达3.6万人，有很多华侨

从远离雅加达城百余英里的地方赶来观看。1950年11月，当中国军事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提

出对于美国侵略台湾的正义控诉时，各地侨胞一致欢呼拥护。泰国一所华侨学校的校长赞扬伍修权

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把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说得痛快淋漓。旅美侨胞公开表示：宁愿被关

入集中营，也不供美帝国主义驱使，不会赴朝鲜充当其侵略战争的炮灰。 c

侨居印度的华侨踊跃捐款支援在朝鲜前线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截至1952年7月，旅印

华侨为志愿军捐款达27600多卢比。捐款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在印度华侨工人、职员、学生、

教员和商人中间，形成了一种群众性运动。不仅华侨比较集中的加尔各答、孟买等大城市的侨胞热

情参加了这一运动，散居小市镇的侨胞也积极响应。有些华侨学校、商店和个人还订立了长期的捐

献计划。通过这一运动，旅印侨胞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如孟买侨胞不但积极为志愿军捐款，还给

志愿军撰写26封慰问信。孟买华侨学校师生及孟买山东同乡会各赠送人民志愿军红缎锦旗1面。为

加强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孟买山东同乡会组织相关学习会，每周请专人演讲，参加学习会的

侨胞，学习情绪都很高。他们还出版抗美援朝专刊，举办抗美援朝晚会。 d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1951年五六月份收到多笔海外华侨捐款。其中有德国柏林等地的华侨

捐款合人民币4248余万元（旧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为4248元），印度加尔各答华侨捐款3330卢比，

印尼西里伯斯华侨捐款5000港元，并收到中国驻瑞士、丹麦、德国等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捐款，当

中包括部分当地华侨的捐款。 e

国内归侨侨眷和海外华侨为抗美援朝捐款尽管数额不大，但在当时经济收入微薄、生活困难的

情况下纷纷慷慨解囊捐献自己的收入，显示了其保家爱国的精神。尤其是身处与新中国为敌的一些

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的华侨，在当地实行高压统治、疯狂打击限制华侨开展抗美援朝活动的敌对环

境下，他们不得不暗中进行或冒着风险开展抗美援朝活动，其精神更属难能可贵。

为祖国捐款献物是近代以来华侨支援中国革命流行的爱国方式之一，每当祖国遭灾受难或有重

大事故，华侨都力所能及地开展捐献活动。华侨积极为祖国抗美援朝捐款献物，是近代以来华侨爱

 a福建省华侨归侨为抗美援朝捐献的财物，参见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华侨志》，福建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b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藏资料。

 c方力：《记国外华侨对新中国的热爱》，《人民日报》1951年10月3日，第4版。

 d新华社：《印度孟买华侨热爱祖国  展开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6月15日，第4版。

 e新华社：《海外华侨及学生踊跃支援志愿军  写信给志愿军致敬》，《人民日报》1951年6月11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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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动的继续，其重要意义在于缓解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经济物质困难。

五、结语

综上所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来，海外华侨和国内归侨侨眷反帝爱国热

情高涨，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活动，为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作出了贡献。

正如中侨委主任何香凝赞扬说：“全国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来，虽然在国外帝国主义重重压迫与阻挠

之下，爱国主义运动在侨胞中，更获得了广泛和深入的丰富内容，推动了侨胞一切方面的正义事业，

推动了侨胞反迫害、争生存的意志，成为侨胞日常生活的思想倚托，更加充实了他们为祖国、为人

民、为自己的生活与事业的意义，更加空前提高了侨胞无限的信心。” a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美援朝

运动的作用和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扩大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声势和影响。无疑，华侨开展各种方式的声援抗美援朝活动是中

国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了抗美援朝的声势和影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华侨对抗

美援朝运动的声援活动，在国际上广泛宣传了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谴责了美帝国主

义侵略中国、侵占朝鲜的非正义性和野蛮性，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强盗霸权行径，对于扩大中国

抗美援朝的国际积极影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鼓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杀敌士气。众所周知，抗美援朝战争是刚刚诞生的、国力十分

落后的新中国同世界最发达的美帝国主义的一场生死较量，是不同社会制度的东方落后大国与西方

发达大国的殊死战。两国力量相差悬殊，志愿军武器装备十分简陋落后，美国的武器装备非常先进，

两国的国力军力不在同一个档次上，是弱国对强国的军事对决。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抗击不可

一世的美军并取得胜利，全凭勇气、意志及大无畏精神力量的支撑，全靠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支撑。

他们的精神力量来自全国人民包括爱国华侨的支持、声援及精神鼓舞。华侨开展为志愿军函电声援、

捐款献物、慰劳慰问等形式的支援活动，是对志愿军勇敢杀敌莫大的精神慰藉。

第三，是侨心归向新中国的实际显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华民族

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近代以来长期饱受苦难欺辱的海外广大华侨扬眉吐气，有了强大的靠山，

随即掀起了支援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但是，新中国诞生刚刚一年即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以美国为

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妄图把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这是继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大举侵略

中国妄图灭亡中华民族之后，广大华侨再一次面临丧根绝祖的危险。他们积极奋起、开展各种形式

的支援祖国抗美援朝运动的活动，既是对新中国支持态度的一种表示，也是保家卫国、支援新中国

建设的实践行动，是支持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作者系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a何香凝：《中侨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开幕词》（1951年6月17日），《双清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