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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关于当代大学生对红军长征历史认知度的调查报告显示——

95%大学生认为有必要了解长征
王芳 郭志权 李惠民

调
查

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长征精
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
精神力量。作为青年的大学生群体是
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因此关注、了解
红军长征，参与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活
动，弘扬长征精神，对于大学生群体
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

基于此，2016 年 9 月，兰州大学
西部传媒与舆情研究中心通过问卷的
方式对全国140多所高校的937名大学
生进行了红军长征认知程度调查，其
中男生占 43.2%，女生占 56.8%；本科
生比例66.1%，研究生 （包括硕士研究
生和博士研究生） 比例为33.9%；人文
社会科学类大学生比例为81.8%，自然
科学类的大学生比例为18.3%。

一、当代大学生对红军
长征基本史实认知程度分析

1.大学生对红军长征相关时间节点
知晓度不高

46.0%的受访大学生知道今年是红
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其余 54.0%的不
知道；39.0%的受访大学生正确选择了
1934 年 10 月是红军长征的起始时间，
其余则选择错误；42.5%的受访大学生
知道红军长征持续了两年时间，其余
的则选择错误。

2.大学生对红军长征整体历史的了
解程度不高

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5.0%大学生
对红军长征历史十分了解，并能对其
详细讲述；有42.1%大学生基本了解红
军长征历史，知道重要阶段、关键会
议、重要人物和重要时间节点等；两
者相加仅为47.1%，说明少数大学生对
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红军长征有一定
的认知度。49.2%大学生表示对红军长
征历史不太了解，只是粗略知晓发展阶
段、个别人物和时间节点等；而表示完
全不了解红军长征历史的大学生占比
3.7%。因此，从整体上看，大学生对红
军长征历史的了解程度亟待提高。

3.大学生对于红军长征中的重大事
件知晓程度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于红军
长征中的重大事件知晓程度较高。在
所列举的红军长征重大事件中，大学
生对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爬雪山
过草地、四渡赤水等事件知晓程度达
到了80.0%；对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
河、会宁会师等知晓程度也较高，达
到了70.0%。从整体上看，大学生关于
红军长征历史认知的“事件记忆”特
征明显。

4.大多数大学生对红军长征原因及
性质认识比较客观

调查显示，在红军长征原因的选
择上，有89.5%的大学生表示是军事上
的原因，归结为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有75.9%的大学生认为是政治上的
原因，主要是中央苏区领导路线出现
严重错误；选择是经济上的原因，中
央苏区经济基础不稳的大学生比例为
26.7%。这反映出大学生对于红军长征
原因的认识较为客观。

对 于 网 络 中 流 传 的 红 军 长 征 是
“流窜”、是“逃跑”的说法，多数大
学生表示不认同，但也有少部分大学
生对长征性质的认识模糊不清。

5. 课堂/教科书成为大学生了解红
军长征历史的最主要途径

课堂/教科书、电影/电视剧/纪录
片、历史书籍/文献是大学生了解红军
长征历史的主要途径，比例分别为
89.8%、61.4%和 54.0%；相比之下，
大学生通过网络社区、论坛、贴吧、
微博、微信这些新媒体平台了解红军
长征历史的比例相对较小。

6. 有 95%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了解
红军长征历史

有 95%的大学生表示有必要了解
红军长征历史，其中有55.7%的大学生
表示非常有必要；有39.3%的大学生表
示有必要。这反映出大学生认识到了
解红军长征历史的重要性。

7.大学生眼中有必要了解红军长征
历史的原因符合当前社会主流价值

在调查问卷中列举了大学生眼中
有必要了解红军长征历史的相关原
因，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有必要了
解红军长征历史的相关原因符合当前
的社会主流价值，其中有77.8%的大学
生给出的原因是“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其他原因如“传承长征精神，激
发爱国热情”“领悟学习红军长征胜利
的伟大意义和宝贵经验”“了解过去那
段艰苦岁月，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及“以史为鉴，振兴中华”等选择比
例也较高。

少数 （5%） 认为没必要了解红军
长征历史大学生给出的原因首先是

“对红军长征的过度政治化宣传影响了
了解兴趣”，其次“存在对红军长征历
史的不同叙述，易导致混乱”，还有少
数认为没有时间精力或与当下无关。

二、当代大学生对红军
长征胜利历史意义及长征精
神认知情况分析

1.大学生对长征胜利历史意义的认
同度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对于
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的认同度较
高，其中“进行军事上的战略大转
移，实现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历史
性转折”和“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
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的选
择比例最高，分别为 87.3%和 85.0%；
其他方面如“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
了革命火种，锻造了革命力量”、“铸
就了彪炳千秋的长征精神，树立了永
恒的人类精神丰碑”等的选择比例也
较高；对“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
潮，奠定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坚实基
础”认同度相对较低。

2.大学生对长征精神的认同度较高
对有关长征精神的各种宣传，当

代大学生的认同度都较高，其中最受
认可的长征精神是“坚定革命的理想
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
神”，占比达到了 86.4%；其他如“救
国救民，不怕艰难险阻，不怕牺牲的
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
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
精神”等长征精神认可度也高，都在
50%以上。

3.近九成大学生认为当今社会有必
要弘扬长征精神

调查显示，在当今社会是否有必
要弘扬长征精神问题上，认为有必要
者占绝大多数。选择“非常有必要”
的比例为 55.5%；选择“比较有必要”
比例为 33.0%，二者之和占比达到了
88.5%；只有少数大学生认为无所谓或
认为没有必要弘扬长征精神，说明绝
大部分当代大学生对在当今社会弘扬
长征精神的必要性认识较为清晰。

三、大学生观看/阅读红
军长征主题文艺作品分析

1.大学生观看红军长征主题影视作
品不多

对于挑选出的知名度较高的长征
主题作品中，拍摄时间较晚的电视剧

《长征》 受访者表示看过的比例最高，
为 60.3%；其次是经典作品 《四渡赤
水》 和 《大渡河》，比例分别为 33.8%
和26.9%，其他影视作品看过的比例很
低；26.3%的大学生表示都没有看过。
总体来看，大学生观看长征主题影视
作品的比例较低。

2.大学生对红军长征主题文学作品
阅读较少

长征主题文学作品中，当代大学
生都没看过的比例最高，达到了52.3%；
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埃德加·斯
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阅读过的比例略
高，均为21.4%，其余作品选择比例均不
足 10%。这说明大学生对于长征相关
文学作品的阅读远远不够。

3.大学生对红军长征主题歌曲唱过
或听过曲目较少

在对大学生红军长征主题歌曲的
调查中，受访者表示唱过或听过最多
的是 《十送红军》 和 《红军不怕远征
难 》， 选 择 比 例 分 别 为 68.1% 和
60.5%。其余歌曲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
唱度均较低。这说明红军长征歌曲在
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很低。

4.大学生对红军长征主题诗词阅读
较少

有关红军长征主题的诗词以毛泽
东的最有名。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
知晓度最高的是 《七律·长征》 比例
最高 （73.3%），其次是 《清平乐·六
盘山》《忆秦娥·娄山关》 和 《念奴
娇 · 昆 仑》， 占 比 分 别 为 39.4% 、
38.5%和 33.7%。除了毛泽东的诗词，
大学生阅读过的其他红军长征诗词微
乎其微。

四、大学生对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关注度
及参与度分析

1. 大学生对于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

年纪念活动整体关注度不高
调查显示，大学生对于红军长征

胜利 80 周年相关纪念活动整体关注度
不高。表示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的大
学生比例仅有 29.4%；有 31.2%的大学
生表示对纪念活动不太关注或不关
注；其他大学生则关注程度一般。

2.大学生主要通过新媒体关注到红
军长征相关纪念活动

在关注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纪念
活动的大学生中，有37.3%的大学生通
过网络新闻这一途径关注到纪念活
动；有18.2%的大学生经由传统新闻媒
体如电视、广播、报纸等途径获得纪
念活动相关信息；还有部分通过微
博、微信等进行了解。整体来看，大
学生目前获取相关纪念活动信息的途
径主要是新媒体。

3.大学生对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活动意义认知度较高

调查发现，大学生能较为充分地
认识到举办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活动的
意义，其中有78.6%的大学生认为举办
活动能够“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其
他方面的意义，如“激发爱国热情，
提振民族精神”等受大学生的认同度
也较高。表明大学生对举办红军长征

胜利纪念活动意义的整体认知比较全
面、均衡，符合时代与社会的主流意
识。

4.大学生参加过红军长征纪念活动
的较少，以参观长征主题纪念馆为主

调查显示，有74.7%的受访大学生
表示之前没有参加过红军长征纪念活
动，表示参加过的大学生只占到了总
数的25.3%。

在少数表示参加过红军长征纪念
活动的大学生中，参观长征主题纪念
馆成为最主要的纪念活动，占比达到
了61.8%；其次是歌唱比赛，参与比例
为46.9%；其余纪念活动参与较少。

5.超六成大学生表示愿意参加红军
长征胜利纪念活动

对于是否愿意参加红军长征胜利
纪念活动，有超过六成的大学生表示
愿意，其中有25.9%的大学生表示非常
愿意，有 36.5%的大学生表示比较愿
意。而表示不太愿意和不愿意的占少
数，表明大学生有着较为强烈的参加
红军长征纪念活动的意愿。

6.大学生最乐意参与的长征纪念活
动是参观主题纪念馆和重走长征路

调查表明，参观长征主题纪念馆
成为大学生最乐意参加的长征纪念活

动，所占比例为68.6%；其次是重走长
征路活动，占比达到了58.2%。而选择
歌唱比赛和演讲比赛等的比例均较
低。说明大学生更喜欢参加能带来切
身感受的长征纪念活动。

五、结论与建议

当代大学生对于红军长征史实的
了解度较低，对基本史实缺乏系统、
深入、全面的了解，大多只了解部分
重要事件，缺乏整体认知。同时获取
相关知识的来源上过于狭窄，主要来
自教科书和课堂教学，对于长征主题
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歌曲和诗词
等知之甚少。

当代大学生对于长征的性质认知
较为明确，对于长征是“流窜”“逃
跑”的说法绝大多数大学生表示不认
同。大学生对于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
意义、长征精神的认知较为客观、全
面，认为现今仍有必要了解长征历
史、弘扬长征精神。

虽然大学生对于纪念活动意义的
认知较为积极正面，但其对于相关纪
念活动的关注度却并不高，参与度更

低。大多数大学生表示之前从未参加
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相关活动，但
他们有着较强的参加纪念活动的诉
求，乐于参加参观长征主题纪念馆、
重走长征路等参与度强、能带来强烈
感官体验的纪念活动。

基于以上大学生对红军长征历史
及其纪念活动的认知情况，结合大学
生的特点，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的工
作，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对红军长征历
史的了解和长征精神的认知。

1.改革课堂教育模式，增加大学生
对红军长征历史的学习兴趣

大学生关于红军长征的历史知识
主要是通过课堂与教科书获得的，而
大学生普遍反映目前的课堂教育重历
史事件的记忆而缺乏对历史事件的深
入理解、重历史事件的罗列而缺乏表
述上的故事性和趣味性、重宣传性解
读而缺乏精神层面的启迪，因此大学
生对红军长征缺乏系统、深入、全面
的历史认知和精神领会，停留在应试
教育要求的重大事件和节点的记忆
上。但大学生实际有着较强的了解红
军长征历史的诉求，长征历史和长征
精神对今天的大学生而言，也是最好
的励志故事。因此，需要改革教材式
的简单叙述和课堂式的单向传播模
式，最好采用案例式教学、讨论式教
学、情景式教学等创新教学模式，改
变考核体系，增加学生对长征历史的
学习兴趣。

2.转换、提升长征的历史意义和精
神价值，使之更加适应长久普遍的人
类认知需求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奇
迹 ， 长 征 的 历 史 意 义 和 精 神 价 值 ，
不仅限于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意识形
态宣传功能，要充分挖掘其超越时
空，得到一致认同、普遍接受、共
同继承的意义价值，将其升华为英
雄 史 诗 般 的 文 化 经 典 和 励 志 样 本 ，
突出其坚守信念、信奉理想、奋斗
拼搏、奉献牺牲、勇往直前、绝处
求生、勇于担当、不畏艰险、攻坚
克 难 、 坚 忍 不 拔 等 具 有 超 越 时 空 、
超越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的精神和价
值，为今天的大学生提供更为现实
的人生观教育。

3.加强关于长征的历史文献研究和
权威读本建设

大学生不会仅仅满足于通过教材
和课堂了解历史，他们需要从文化知
识和认知理解的角度形成历史观念和
价值认同。客观、真实、全面的关于
长征的历史研究和权威读本并不多
见，达到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
里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这样
水平的集文献、访谈和实证考察为一
体的读本很少。需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突破传统思维和叙述角度，加强
长征历史文献研究，真实还原长征的
历史，拿出权威的、具有真实性和知
识性的长征读本，满足大学生全方
位、多角度了解红军长征历史知识的
需求。

4. 创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相关活
动，增强大学生参加活动的参与度和
积极性

根据大学生乐于旅游、乐于参加
体验性较强活动的特点，除了组织大
学生参观长征主题纪念馆、博物馆、
革命圣地，举办长征主题歌唱大赛、
诗词朗诵比赛等活动外，可以创新设
计一些新颖的主题活动，如组织节假
日大学生长征主题游、假期长征沿线
高校接力长征考察等活动，通过电视
媒体、手机媒体的“真人秀”节目、
直播节目、长征知识竞答节目、长征
动漫大赛进行传播，引起大学生的广
泛参与和关注。

5.加强长征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
《四渡赤水》《大渡河》 等长征题

材的经典电影，影响了一代人对红军
长征的认知。如今依然要加大对红军
题材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影视作
品的创作，还原历史真实，通过影视
作品增加青少年对红军长征的理解。
事实证明，电视连续剧 《长征》 的传
播效果，正是在解放思想、力求还原
真实的努力下取得的。

6.进一步创新红军长征的新媒体宣
传方式

根据当代大学生喜好网络新媒体
的特点，可以设计长征主题网络游
戏、手机游戏等，以游戏闯关的方式
让大学生在游戏中领略长征的重要事
件和艰难过程等。长征这样历时两
年、行程两万五千里，兼具战争和危
机转换等要素的经典事件，本来就是
网游、手游的绝佳题材。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西部传媒与
舆情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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