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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nhua Daily, which was born in the war-smoke, was the first newspaper found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countr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early days of the Liberation War. It always focused on the party’s theories,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nd played the role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leadership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Xinhua Dai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strategically propagates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calls on the whole people to resist the war, reports on active resistance actions on the positive Battlefield, exposes acts that undermine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It has also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party’s press and propaganda work.

Keywords
Xinhua Daily, Anti-Japanese War,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Thought Guide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思想引领
——以《新华日报》相关报道为例
李向乐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18年11月26日；录用日期：2018年12月6日；发布日期：2018年12月13日

文章引用: 李向乐.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引领[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7(12): 1857-1863.
DOI: 10.12677/ass.2018.712276

李向乐

摘

要

在硝烟中诞生的《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在全国创办的第一张报纸，时时聚焦
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发挥党在战争时期的思想引领作用。《新华日报》在党的领导下有策略地宣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民抗战，报道正面战场积极抗战的行动，揭露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
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着积极作用，也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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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创办的第一张报纸，对宣传中国共
产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历程，《新华日报》
的统战宣传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学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有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新
华日报》也有较多关注，但对于《新华日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关注较少。笔者在前辈学人研
究的基础上，集中探讨《新华日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引领与指导。

2. 在硝烟中艰难诞生的《新华日报》
日本的全面侵华使中华民族陷入民族危亡的境地，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华民族掀起了全民族抗战
的伟大征程。《新华日报》就是在抗战的硝烟中诞生的，其创办即是为了广泛宣传抗战思想，发挥党在
抗战中的思想引领作用，引导大众积极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2.1. 《新华日报》的创办背景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局部抗战；1937 年 7 月 7 日，七七
事变爆发，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战成为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
1935 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提供了基础。1937 年 9 月，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新华日报》从创办之初就命运多舛。首先是报馆注册困难。国民党政府部门借故拖延，不肯注册。
后经国共两党专门进行协商，才得以解决。其次，创办地点几经变动。《新华日报》原定在南京成立，
淞沪会战爆发后，南京告急，创办地点改为武汉。武汉沦陷后，馆址又迁至重庆。第三，报社运转困难。
由于国民党的阻挠，《新华日报》的新闻来源、基础设施、纸张、发行销售等都面临诸多困难。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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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意识形态存在隔阂。在国统区进行新闻宣传，如何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也是《新华日报》必须
要考虑的问题。
尽管面临种种难题，《新华日报》的工作者们仍旧迎难而上，不畏艰辛。终于在 1938 年 1 月 11 日
成功创办《新华日报》并在国统区发行销售，为党在抗战时期进行思想引领提供了有力条件。《新华日
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在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方面起着巨大作用。使国统区民众也了解到了共产
党的主张。《新华日报》创刊后，就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大力向国统区民众宣传抗战
信息，提高民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

2.2. 《新华日报》的办报宗旨
《新华日报》在战火中创立，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报纸，积极正确地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对广大民众进行舆论引导。在舆论上，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力量，揭露打击破
坏统一战线的行为，战胜日本侵略者。《新华日报》以广大民众为宣传对象，“与民众结合，与实际结
合”，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群众路线。《新华日报》主要是为抗战服务，报社章程规定：“本报以
报道新闻、发扬文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1]，其发刊词也提到：“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
独立的伟大斗争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
大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日寇蹂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
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2]，可见服务抗战是《新华日报》的中心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华日报》从创办直到抗战胜利，始终肩负着团结国共两党、维护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这一宗旨是由当时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方面，《新华日报》的努力也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巩
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斗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为夺取
抗战最后胜利做了充分的群众动员。

3. 《新华日报》宣传中国共产党发挥思想引领作用的实践
《新华日报》作为党的喉舌，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党的思想引领作用。主要表现在：
宣传抗战理念，号召全民抗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向社会各界宣传团结抗战活动；揭
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新华日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有：直接号召全民抗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积极向社会各界宣传团结抗战活动。在《新华日报》《发刊词》中提
出“日寇捐狂，国家破碎……在我们的力量更广泛的动员上，更严密的组织，更亲切的团结的基础上，
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是有充分的力量足以战胜日寇，维护我们珍贵的民族生命的”[2]。在《发刊词》中充
分肯定了战胜日寇的力量，但是要广泛动员、团结一切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1. 宣传中共抗战理论
全面抗战开始后，《新华日报》发挥自己优势，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一切有利于维护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迹，无论是什么阶层，什么党派都进行宣传报道。对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
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并大力宣传。还刊登了一些国民党对抗战的政策，起到有效监督国民党的作用，
促使其积极抗日。
《新华日报》自创办起就肩负着“传达中共抗战主张，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在国统区
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战理论，使民众充分认识中共的抗战主张，认识抗日战争的性质和战胜日本侵略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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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及时向民众介绍前线战况，为抗日战争指明道路。创刊之初《新华日报》在副刊连载“抗战语录”，
分别刊载的有蒋介石、毛泽东、宋庆龄等人的文章。其中《毛主席谈抗战》指出：“今后抗战不免再遇
困难，我们应当坚持胜利信念，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绝不动摇，努力奋进，使抗日阵线日益巩固发展，
克服困难，就得胜利，抗战愈久，中国愈加团结进步，日本国内国际的矛盾则愈加尖锐。我们应把握此
种团结，大家加倍努为，争取最后胜利”[3]。
抗战之初，日本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国内亲日派分子活跃，认为中国力量弱小不能战胜日本，鼓
吹亡国论。在正面战场的几次大会战之后，特别是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又使一部分人认为日本已成强弩
之末，鼓吹速胜论。《新华日报》在评论台儿庄战役时指出“在军事上我们的胜利，还不过是局部的开
端，敌人的损失和挫折，也不过是开始。因此，……抗战的努力绝不能因部分胜利而发生丝毫骄惰的情
绪”[4]，为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新华日报》详细报道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阐明中共持久
抗战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表明中共持久战的抗战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
日。
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华日报》在社论《加强抗日各党派的团结》中提出：“必须继续扩
大和巩固各抗日党派的团结与合作，必须吸收各种职业和救亡民族团体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把
已有的各种民族团体和组织充实起来，把还没有组织的民众组织起来，或吸收到现有的组织内来”[5]。
不仅宣传中共抗日主张，还积极团结各民主党派，无论时局如何变化，中共始终坚持全民抗战，团结抗
战，不断巩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2. 揭露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
《新华日报》在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还积极与国民党的分裂活动作斗争。抗日战争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侵华策略，对国民党实施“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
针。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施行“对内积极反共，对外妥协退让”的方针，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1 年爆
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受国民党控制的各大媒体进行歪曲报道，对新四军进行诋毁。对此，周
恩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新华日报》随即进行了真实报道，对
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揭露。《新华日报》还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限共等行为，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行径进行揭露和批判。
在抗战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分子的宣传，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认识不足，对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性也缺乏认识。1938 年 1 月 12 日，《新华日报》发表《团结救国》，指出有
三种人拼命破坏我国民族力量的团结：“第一是决心灭亡我国的日本法西斯军阀；第二是日本豢养雇佣
的亲日汉奸敌探；第三是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专口搬弄是非的投机政客官僚”[6]，揭露了一部分人试图
破坏统一战线的企图。

3.3. 揭露侵华日军暴行
揭露日军暴行是《新华日报》的另一个主要任务，也是激发民众团结抗日的有效途径。抗战时期，
《新华日报》刊载大量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日军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日军实施的细
菌毒气战、摧毁中国教育文化事业、“三光政策”，《新华日报》都对其进行了如实的报道。例如，在
1940 年 6 月 29 日，《新华日报》报道了日军杀害我国同胞并充当马肉售卖。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日军
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新华日报》进行连续报道。据统计《新华日报》从 1938 年到 1942 年之间就报
道日军轰炸达一千篇之多[7]。
在相持阶段，日本为实现长期作战，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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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意志。此外，《新华日报》还刊载了日军对我国实行政治诱降的方针，号召人民坚
决抵制。1938 年《新华日报》刊载日本首相的近卫声明：
“对于中国国民政府予以反省态度之最后机会……
实行此项重大任务”[8]。《新华日报》的详实报道，使民众认识到日军的真实面目，加深了民众对日军
的愤怒和仇恨，更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之情和联合抗日的斗志，使广大人民团结一致、奋勇杀敌。

4. 《新华日报》宣传中国共产党发挥思想引领作用的策略
《新华日报》是党的机关报，往往直接宣传党的抗战思想，这样能够直截了当的形成舆论效应，但
是在国统区办报又不得不讲究宣传策略。《新华日报》积极进行正面报道，宣传抗战思想，突出“抗日”
主题，同时揭露破坏团结抗日的行径。

4.1. 以正面报道为主，突出抗战主题
全面报道国民党正面抗战，战场胜利则报道战争胜利的巨大意义，赞扬国民党将士的英勇事迹，如
《踏进台儿庄》；战场失利则给予国民党积极的鼓励，号召国人不畏强敌，坚持抗战。通过实时报道战
场情况，坚定了国人抗战的决心。此外，《新华日报》还报道国民政府的会议、通告、演说词等抗战言
论，尤其是蒋介石的抗战言行[9]。在全国形成“团结抗战”的舆论氛围，坚定民众的抗战信念，同时也
表明中共的抗战立场。

4.2. 把握社会动态，引导社会舆论
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国内弥漫着绝望的阴影，为扭转民众对战争的悲观情绪，《新华日报》积极
宣传抗战言论，激发国人斗志。报道《告国民书》、蒋介石抗日救亡的功绩以及全国各地拥护抗战的文
章。对国民党内投降派进行揭露，尤其是对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进行无情的批判。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
华日报》发起了三次批判汪精卫卖国投敌的高潮，在全国形成了“反投降主义”的舆论高潮。引导社会
舆论走向坚持抗战的道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4.3. 宣传中共抗战思想与实践，发挥思想引领的作用
为批驳反共言论，《新华日报》对中共在抗战中的成绩进行大量报道。对百团大战持续两个多月的
报道，发表了大量社论，论述百团大战的战略意义，有力地回击了“游而不击”的反共言论。《新华日
报》还对中共的抗战思想进行直接宣传，大量报道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和中共抗日的主张，加深全国人民
对中共的认识。

4.4.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方法
《新华日报》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群众路线，以广大民众为宣传对象。与民众结合，与实际
结合。《新华日报》设有很多板块，如文学、广告、文艺等，将各种信息进行有效整合，增强报纸的可
读性，拓宽阅读群体，扩大《新华日报》的影响力。
作为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始终发挥着舆论宣传和思想引领的作用，肩负着团结国共两党、维
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既宣传中共的先进思想，又宣传国民党的抗战事迹，对消极抗战行为
也进行揭露批判。

5. 《新华日报》宣传中国共产党发挥思想引领的成效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力宣传，巩固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社
会上形成坚持抗战的舆论氛围，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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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有效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联合一切抗日群体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曾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
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
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10]。在日寇的铁蹄下，中华民族联合起来，万众一心，抵抗日军侵略。《新华
日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并报道了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抗战的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
的光辉事迹，增加了人民群众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面抗战爆发后，《新华日报》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理论内涵。随着抗战的发展，《新华日报》的报道也越来越贴合战争需求，不仅宣传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原则，也大量刊载日寇的侵华暴行。对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新华日报》也给予揭露。
积极宣传进步言论，抨击顽固势力，使其不敢贸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华日报》对一些抗战实
践也给予报道，充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如《救亡干部训练问题》、《罗山救亡工作经验》、《回
乡问题座谈会》等[11]。《新华日报》还发表大量社论，分析抗战的形势，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
性，使全国各界民众统一认识，促进民族的团结。
《新华日报》从创刊一直对国民党顽固派以及投降派的卖国行为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批判，其中对汪
精卫的叛国投敌批判最为激烈。汪精卫的投降行为对当时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影响很大，蒋介石对抗战的
态度也发生动摇。为了扭转消极趋势，中共通过《新华日报》大力宣扬抗战实际，宣传蒋介石抗日救亡
功绩。随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华日报》发起了三次批判汪精卫卖国投敌的高潮，坚定了国民党的
抗战意志，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5.2. 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
为了打击“共产党利用抗战发展自己”的言论，《新华日报》对共产党军队的抗日成就进行大量报
道。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与日军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新华日报》对
百团大战进行了连续两个多月的报道，同时发表社论，论述百团大战的历史意义。有力的回击了对共产
党的诬陷。《新华日报》大量刊载中共领导人的言论何中共的军事理论思想，直接宣传中共抗日的主张，
使国统区民众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
重庆轰炸时，《新华日报》报社被炸，被迫转移到偏远的郊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新华日报》的
发展，反而得到了公众的支持，发行量更大[12]。许多有识之士也积极参与到《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之
中，中国共产党也因此得到了国统区许多名流的认可与支持。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求生存，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力缓和统一
战线内部矛盾促进更广泛的团结，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团结了广
大民众积极投身到抵抗外部侵略的斗争之中。同时，《新华日报》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也加深了国统
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6. 《新华日报》宣传中国共产党发挥思想引领作用的启示
毛泽东曾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
统一战线。《新华日报》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报道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光辉事
迹，增强民众对抗日战争的必胜信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内涵，发挥党在思想引领中的作用。

6.1. 报纸要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
《新华日报》以广大民众为对象，报道内容多样化，宣传方式多元化。将人民群众视为抗战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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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保障，密切联系群众，鼓舞斗志，坚定信心。将人民视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力军。新闻工
作者也要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想人民之所想，报道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新闻，增强报纸的服务
性，办“人民的报纸”[13]。

6.2. 引导民众对主流思想的广泛认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新华日报》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进步言论，抨击顽固势力，分析抗战的形势，引导民众统一
认识，保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的正确舆论导向。《新华日报》从创刊之初就发挥着党的
喉舌作用，肩负着思想引领，引导民众团结抗战的历史重任。始终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首要任
务，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求生存谋发展，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3. 坚持报道的真实性，客观公正
《新华日报》工作者亲身采访、编辑，最终将事实公之于众。并真实客观地报道正面战场的事迹，
对破坏抗战的行为也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新华日报》对中共的宣传，也加深了国统区民众对中共
的认识，在宣传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也为中共日后的新闻宣传工作提供了借鉴。
当下，新媒体发展迅速，部分记者和个人为吸引眼球，标题党、虚假新闻等层出不穷，忽视了报道
的真实性原则，也影响了新闻的公信力。新闻工作者必须坚守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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