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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7_88_B1_E

5_9B_BD_E4_B8_BB_E4_c36_327727.htm （１９９４年８月２

３日 中共中央发布）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

大民族。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

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

的精神支柱。现在，我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努

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

凝聚全民族力量，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各

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必须高度重视

这项工作，并结合各自的工作特点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一、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 １．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以邓小

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

，必须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利于促进改

革开放，必须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声誉、尊严、团结和

利益，必须有利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这是新时期爱国主

义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 ２．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是

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

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人民群众的爱国

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

，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

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团结奋斗。 ３．爱国主义教



育必须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要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爱国主

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搞好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建设、教材

建设、制度建设和基地建设。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各项思

想政治教育之中，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作为我国社会的主旋律，坚定不移、长期不懈地抓下去。 

４．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原则。爱国主义决不

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成

果，也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

的一切文明成果。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和各国人民一道

，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贡献。 ５．爱国主义教育

必须突出时代特征。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

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的具体内涵。在当代中国，

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一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人

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

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

、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这是对我国现阶段爱国主义特

征最精辟的概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三位一体，有机地统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

实践之中。 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６．爱国主义教育

的素材非常广泛。从历史到现实，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

从自然风光到物产资源，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蕴藏着极为

丰富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瑰宝。要善于运用国情资料，并

注意挖掘和利用各种宝贵的教育资源，不断丰富爱国主义教

育的内容。 ７．要进行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教育。我国人民

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



起来的。要通过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现代史的教育，使

人们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发展历程，了解我

国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了解我国历史上的重大

事件和著名人物，了解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反抗

腐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前赴后继，浴血奋斗的精

神和业绩，特别是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建立新中

国而英勇奋斗的崇高精神和光辉业绩。 ８．要进行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过程中

，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不

仅包括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

就，而且蕴含着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优良道德；不

仅孕育了无数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教

育家、军事家，而且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史迹、经典著作，这

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要正确

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大力推广普通话。 ９．要进行党的基

本路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教育。党的基本路线和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现实、最生动

的教材。要特别注意运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与成功经验进行教育，使人民群众

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１０

．要进行中国国情的教育。国情教育要放在整个世界环境的

大背景下进行。要帮助人们系统地了解我国经济、政治、军

事、外交以及社会、文化、人口、资源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了解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步骤和宏伟前景，并从中国

和世界其他不同类型国家的对比中，看到我国的优势和差距

、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增强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更好地



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创业精神。国情教育要同省情、

市情、县情的教育结合进行。 １１．要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

法制教育。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

，要通过广泛深入的民主和法制教育，帮助人们了解我国的

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各项制度。增强国家观念和人主

翁责任感，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在正确行使宪法和法律规

定的公民权利的同时，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

，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１２．要进行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

育。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重视现代国防教育，增强全民的

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提高全民

抵御外敌外侵、捍卫祖国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自觉性。教育全体人民同一切出卖祖国利益、损害祖国尊严

、危害国家安全、分裂祖国的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 １３

．要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边疆，不论是在汉族地区还是在少数民

族地区，都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宗教观和党的民族

政策、宗教政策的教育，大力宣传各族人民为维护民族团结

和祖国统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历史贡献。在各族人民中牢固

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自

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１４．要进行“和平统一、一

国两制”方针的教育。要全面、正确的宣传党和政府在祖国

统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方针政策，使人们了解祖国统一工

作的进展情况和重点。要注意宣传港澳台同胞为祖国统一所

做的贡献，宣传国外侨胞和海外归来人员爱国、爱乡的事迹

。 三、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是青少年 １５．爱国主义教育是

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学校、部队、乡村、街道、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尤其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都要把培

养广大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感情，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

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抓好党的

基本路线教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基本国情的教育，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１６．学校是对青少

年进行教育的重要场所，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到幼儿园直

至大学的教学、育人全过程中去，特别要发挥好课堂教学主

渠道的作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要按照国家教

委颁发的《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

纲要》和《中学思想政治、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学科教

育纲要》的要求，制定各学科（包括自然学科在内）爱国主

义教育的分科计划，把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分解、贯穿到各

相关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去。各类大专院校都要积极创造条件

，开设中国历史、文学、艺术、科技等内容的传统文化选修

课，开设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讲座。大、中、

小学校都要积极开辟爱国主义教育的校外课堂，对学生进行

直观、形象的教育。中学高年级和大专院校，要组织学生参

加适当的生产劳动、社会实践和军事训练等活动，增强他们

对工农兵的感情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广大教师在爱国主义教

育中要身体力行，为青少年做出榜样。 １７．机关、企事业

、乡村等基层单位直接负有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责

任，要特别重视和加强对青年干部、职工、农民的爱国主义

教育，把这项工作列为创建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活动的重要

内容。要教育广大青年牢固树立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把个

人利益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正确处理国家、集体



、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爱祖国、爱家乡、爱集体、爱

岗位，立足本职，为国家多做贡献。 １８．城镇的街道居民

委员会，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

民团体，要重视发挥家庭在青少年教育中的特殊作用，把热

爱祖国作为开展五好家庭、文明家庭活动和文明市（村）民

教育的重要内容。 １９．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注意运用影

视、书刊、音乐、戏剧、美术、故事会等形式，为广大青少

年提供丰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要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广播影视部、文化部

《关于运用优秀影视片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通

知》（教基［１９９３］１７号），并将这些优秀影视片纳

入教学、教育计划，扎扎实实做好放映、观看、宣传、教育

工作，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企事业单位、乡村、部队也要利

用优秀影视片，对青年职工、农民、战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 四、搞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 ２０．各类博物馆、纪

念馆、烈士纪念建筑物、革命战争中重要战役、战斗纪念设

施、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遗迹、风景胜地和展示我国两个文

明建设成果的重大建设工程、城乡先进单位是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的重要场所。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遵照当地党委和人民

政府提出的要求，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共青团组织和文化、

文物、民政、园林等部门确定一批教育基地。城乡基层单位

和共青团组织，要积极利用基地开展教育活动。学校应将这

类教育活动列入德育工作计划。 ２１．各级民政、文化、文

物部门和各类专业博物馆、纪念馆，要继续贯彻落实１９９

１年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充分运用文物进行

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通知》，组织接待好青少年参观



、瞻仰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确定为收费参观的教

育基地，对学校组织在校师生参观要免收费用。各个展出单

位都应建立和培养一支有较高素质的讲解队伍。 ２２．被确

定为教育基地的重大建设工程、城乡先进单位，要把对青少

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本单位应尽的光荣义务，主动、热

情地配合有关单位，组织接待好青少年参观学习活动。 ２３

．各地的自然风光、文物古迹、名胜景点能够激起人们对祖

国壮丽河山和悠久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要注意发挥这方面

优势，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游览观光之中。各旅游景点、自然

保护区的导游讲解、文字说明、宣传材料都应包含爱国主义

教育内容。各级旅游部门要特别注意树立导游人员的爱国主

义宣传意识，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充分发挥导游人员

和旅游景点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２４．在建设“万里

边境文化长廊”中，要注意把文化工程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

、爱国主义教育紧密联系起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使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２５．运用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开展活动，要精心设计，周密组织。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共青团组织要和教育基地建立工作联系制度，共同研

究制定活动计划。要根据教育对象不同的年龄层次、心理特

点、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科学安排活动内容，注意思想性

和艺术性，力求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可以结合重要节日、

纪念日，组织参观、瞻仰、祭扫活动；结合特定的教育主题

，组织社会考察和社会实践活动；利用教育基地开展党、团

组织生活和少先队活动；开展美化基地环境和维护设施的义

务劳动；结合参观、瞻仰、考察，组织开展征文、主题演讲

会、专题讲座、知识竞赛等教育活动。各类学校可在寒暑假



利用基地兴办“冬令营”、“夏令营”，还可以把有关的历

史事件、英烈事迹、建设成就编入党课、团课和职工轮训教

材、学校的乡土教材，贯穿到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教学中去

。 五、创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氛围 ２６．要使爱国主义思

想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必须创造一种浓郁的爱国主义氛围，

使人们在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随时随处受到爱国

主义思想和精神的感染、熏陶。运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对群

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各级新闻出版和影视部门的神圣职

责。报纸、刊物、广播、电视除开设专栏、专题刊登和播发

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还要积极运用各种新闻和文艺形式，

宣传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宣传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和经验，宣传中华民族的奋斗历史、光

荣传统和灿烂文化。要注意抓住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

事件，形成爱国主义宣传的高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应以播

放反映主旋律的节目为主。调频立体声电台音乐节目，应以

介绍优秀音乐作品特别是中国的优秀民族音乐作品为主。各

地方电视台必须保证有一个频道完整转播中央电视台的第一

套节目。要防止在商品广告和其他节目中出现有损国家尊严

、贬抑本国产品的言辞和画面。 ２７．各级文化、影视主管

部门要积极提倡和扶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各类文艺作品的

创作，在评奖、宣传等方面加强引导。各级出版主管部门对

爱国主义教育图书的出版要制订规划，针对不同读者群的年

龄特点、文化层次和阅读需求有计划地组织出版教育读物。

要特别注意组织出版反映爱国主义主题的政治理论类、文艺

类、知识类、历史类、文化类读物。 ２８．各地党委和人民

政府及有关部门、群众团体要注意利用重要法定节日、各民



族传统节日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把组织节庆、纪念活

动作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群众爱国主义热情的重要工

作。特别是元旦、春节和“三八”、“五一”、“五四”“

六一”、“七一”、“八一”、“十一”等重要节日的庆祝

活动要突出爱国主义的内容。组织节庆活动一定要坚持群众

喜闻乐见、广泛参与的原则。以往一些行之有效的好做法，

如重要节日的群众游园活动，各民族重要传统节日的群众性

文化娱乐活动，要继续提倡并使之不断丰富、完善。各地要

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不断创造一些有助于形成爱国

主义氛围的新的节庆活动形式。还可以挖掘和选择一些既有

中国传统特色又符合当今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情趣的民族节

日。总之，节庆活动既要让群众娱乐身心，又要使群众受到

爱国主义教育。 六、提倡必要礼仪，增强爱国意识 ２９．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提倡必要的礼仪，特别要提倡有助于

培养对国旗、国歌、国徽崇敬感的必要礼仪，增强人们的爱

国主义情感。 ３０．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任何组织和

公民都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凡属《国旗法》

规定应当升挂国旗的单位和场所，必须依法严格执行升旗制

度。凡属《国旗法》规定可以升挂国旗的单位和场所，要积

极创造条件，升挂国旗。 ３１．应当大力提供在县级以上地

方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重要会议室、重要会场，严肃、认真、

规范地插挂国旗。全日制中小学，应根据国家教委《关于施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严格中小学升降国旗制度的通

知》，坚持升降国旗的制度。学校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

运动会等大型集体活动中提倡举行庄严、隆重升旗仪式。提

倡各地组织年满１８周岁的公民举行对国旗宣誓的成人仪式



。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可以在城市中心广

场举行隆重升旗仪式。 ３２．唱国歌是公民表达爱国情感的

一种神圣行为，在升国旗仪式和大型集会等活动中，要奏国

歌，而且要提倡齐唱国歌。奏、唱国歌时应庄严肃立。在国

际体育比赛的颁奖仪式上，升中国国旗、奏中国国歌时，运

动员要向向国旗肃立，唱国歌。 ３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徽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

其会议厅，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

民法院及其审判庭，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外

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出入境口岸适当场所，应当悬挂国徽。

乡镇人民政府也应悬挂国徽。 ３４．成年公民和小学三年以

上学生都应当会唱国歌，并能理解国歌的内容和国旗、国徽

的涵义。 七、大力宣传爱国先进典型 ３５．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必须加强典型宣传，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中国历史上涌

现过无数的著名爱国者、民族英雄、革命先烈、杰出人物，

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模范人物，各种

新闻传播媒介要经常对他们进行宣传介绍。要配合革命领袖

、革命先烈、著名爱国者的纪念活动及时组织发表和播出纪

念文章和歌颂、宣传他们事迹的文艺作品、文艺节目。提倡

在大中小学的教室、图书馆、礼堂等场所，悬挂为中华民族

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领袖、先烈和名人的画像、诗词、格

言。企事业单位和街道、乡村的文化站、俱乐部等公共活动

场所也可以贴挂一些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本部门著名

劳动模范的画像、照片。 ３６．各级党政领导和宣传部门，

要特别注意培养、发现和宣传改革开放以来各条战线涌现出

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模范人物。使各



类先进模范人物成为全社会的典范，成为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崇敬、学习的榜样。 八、加强对爱国主义教育的领导 ３７．

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爱国主义教育的领导，要

把这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齐心

协力抓好落实。要重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

重要作用。各地要依据本《纲要》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的爱

国主义教育规划，并认真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要加强检查

指导，把组织开展教育活动情况，作为考核两个文明建设成

效的重要标志之一。 ３８．各级党政机关要带头加强对全体

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爱国主义教育。领导干部必须以

身作则，做出表率。宣传、教育、文化、民政、旅游、园林

等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直接担负着对

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责任，要依据本《纲要》，结合各

自的工作特点，制定出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实施细则，并切

实抓好落实，人民解放军按本《纲要》总的要求，结合部队

实际，制定规划。 ３９．外事、侨务、对外宣传和主管港、

澳、台事务工作的部门，要为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和其他

旅居海外的中国公民提供有关祖国建设成就、国家方针政策

、民族历史文化以及优秀文艺作品等文字、图片资料和录音

、录像资料，鼓励和引导他们关心祖国、热爱祖国。 ４０．

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切实担负起

协调、指导的责任。要帮助有关部门建立工作联系，明确任

务，抓好落实。要协同各方面的力量，形成爱国主义教育的

合力。要注意调查研究，实实在在地开展各种生动活泼的教

育活动，多做实事，注重实效，力戒形式主义。要不断总结

和推广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典型经验，对工作出色的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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