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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
解析理论热点 探寻教育规律

观 点 提 示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青年事业发展的
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学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思
想，有利于进一步回答培养怎样的青年、怎样培养和教育青
年等事关我国青年发展事业的重大问题。

1921 年，当浙江嘉兴南湖的那
艘红船载着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艰难
启航时，它的第一批成员的平均年
龄还不到30岁。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以其磅礴的青春之力将中华民族从
苦难的深渊中托起。“青年兴则国家
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中国共产党
近百年的奋斗史，也是一部相信青
年、动员青年、依靠青年积极投身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

高度关注、关心青年的成长和
进步是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余次给青年
写信、回信，亲切表达对青年的关
怀，勉励青年健康成长、报效国家。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以青年为对象
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当代中国青
年的历史使命，总体部署青年成长
与发展的基本战略，逐步形成科学
完整的青年思想体系。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青年
思想的新观点新论述

中国共产党以新时代为时间坐
标，以新目标为根本指引，以我国青
年的特点和成长需求为根本出发
点，形成一系列关于青年的新观点
新论述，其中包括我国青年的特点、
任务和使命，强调对青年进行积极
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突出党对青
年事业的领导作用等重要内容。

新时代中国青年“朝气蓬勃、好
学上进、视野宽广、开放自信”，是

“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四可
青年”是党对新时代青年特点的总
结，更是党对年轻一代的赞许和肯
定。习近平总书记告诉青年，“应该
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像海绵吸水
一样汲取知识”“努力练好人生和事
业的基本功”，青年肩负着党和人民
赋予的历史重任，“青年一代有理
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
有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
青年的特点、任务和使命的论述，既
突出青年群体的意义和价值，又表
达了党对青年成长与未来发展的高
度关切和厚望。

积极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青
年健康成长的关键。家庭是孩子人
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长应当担负起
孩子的品德教育工作，应当“把美好
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
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

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
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
用的人”。学校要把德育放在更重
要的位置。让课堂不仅传授知识，
还传授美德；要进一步丰富青年思
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加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历史文化教育、国
家社会法治意识教育等，学校“要成
为锻造优秀青年的大熔炉”。社会
实践活动是青年学生的第二课堂。
要让青年走进博物馆、重走红色革
命路线、参观革命教育基地，参与乡
村支教、送知识下乡、志愿者行动等
实践活动，在实践中重温党和国家
的光辉历史，领悟革命先辈崇高的
理想精神，树立“对人民的感情、对
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让爱
我中华的种子在青年心中生根、发
芽。

加强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
青年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
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青年
事业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必须坚持和
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党对青年事业领导工作的
部署重在“内外结合”，全面发力。

“内”指的是加强党对青年自身、内
在成长的引领，通过关心、倾听、帮
助和引导，做青年“建功成才路上
的良师益友”；“外”指的是在党的
领导下，强化青年成长事业的外部
保障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
广大青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
面深化改革，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
环境，促进社会流动⋯⋯要强化就
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帮助学
生们迈好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共
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
青年组织，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事 业 建 设 者 和 接 班 人 的 大 学
校。共青团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帮助青年树立正确、坚定的理想信
念，把青年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
围，“努力使团组织成为联系和服
务青年的坚强堡垒”。在党的全方
位领导下，我国青年事业定能焕发
强大生机与活力，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强大力
量。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青年
思想的新特色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思想
有鲜明的时代主题、明确的价值观
导向和高屋建瓴式的顶层设计，充
分展示出党对发展青年事业的思考
站得更高、谋得更全、思得更远。

实现中国梦是中国青年奋斗的
时代主题。中国梦既是国家的、民
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自
然也是每一个青年的梦。不论是革
命战争年代、革命建设时期，还是改
革开放的新时期，青年追求自己人
生目标和梦想的过程，始终与国家
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与振兴
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新时代
的青年是实现中国梦的后备军，将
全程参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重要力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
青年的时代主题，“要用中国梦打牢
广大青年的思想基础”，“树立与时
代主题同心同德的理想信念，勇于

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励志
勤学、刻苦磨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接力奋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青年的基
本遵循。价值观的养成好比穿衣系
扣，衣服的第一粒扣子一旦扣错，剩余
的扣子都将扣错。正确的价值观不仅
有益于指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
品质，更决定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
向，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青年“坚
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努力把核心价
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
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青少
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成年人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提议青少
年做到以下四点：一是记住要求，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背会记
熟；二是心有榜样，把历史上的英雄模
范、现实生活中各行各业的优秀榜样
作为心中的标杆和学习的榜样；三是
从小做起，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养成
好思想和好品德；四是接受帮助，能够
虚心接受老师、家长、同学的意见和批
评，在不断克服自身缺点、纠正自身错
误的过程中取得进步。

顶层设计是青年发展事业的制度
保障。党和国家事业要发展，青年首
先要发展。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从战略
高度和制度层面规划我国青年事业的
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过去制
定的诸多关于青年发展的方针政策已
不能满足新时代青年成长的需求，无
法有效解决新时代青年事业发展产生
的新问题新矛盾。为此，中共中央、国
务院制定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
发展规划——《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该规划本着“党
管青年”的原则，明确我国青年未来十
年发展的指导思想、根本遵循和总体
目标，在思想道德、教育、健康、婚恋、
社会保障等十个领域出台 44 项举措，
全面构筑青年发展政策体系，成为新
时代党和国家青年工作的行动纲领。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是我国青年发展
事业重要的顶层设计，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
现，使青年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更为
青年的未来擘画宏伟蓝图。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思
想的价值意蕴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思想是
我们党的青年思想的最新成果。党的
历代领导人高度关注关心青年的成长
和进步。习近平作为新时代党的领导
人，站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而奋斗的历史新高度，要求青年

“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一定要敢于创
新创造、一定要敢于艰苦奋斗、一定要
锤炼高尚品格”，要“把人生理想融入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
奋斗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青年
思想承袭着历代党的领导人对青年的
殷切期望和深厚情感，向全国青年发
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
号召，催人奋进，鼓舞人心。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思想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青年事业发
展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学习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思想，有利于为
青年成长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指引，有
效抵制消极、错误、腐朽思想的误导和
侵蚀；有利于进一步回答培养怎样的
青年、怎样培养和教育青年等事关我
国青年发展事业的重大问题；有利于
青年工作的全面推进和深化改革，充
分满足新时代青年发展需求，为青年
健康成长提供全面保障；有利于有效
解决和预防当前以及未来青年工作中
出现的问题和挑战，让青年在建功立
业的广阔舞台放飞青春梦想，积极投
身国家和民族事业，在实现中国梦的
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王向明系该院教授、中国
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强则国家强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思想

王向明 戚雯泾

马克思终其一生，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和人类的美好幸福而不懈奋斗，很好地回答了人应该为谁活着、怎样活着的人生难题。

回望马克思的初心
周国忠

今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这位出现在 19 世纪的思想巨
人，在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辉。

马克思已远去，今天我们纪念
这位伟人，回望青年时代马克思的
初心，能给我们的前行带来不竭的
动力。

马克思曾就读过的威廉中学
（现改名马克思中学）收藏了三份马
克思临毕业前完成的作文，分别是
1835 年 8 月 10 日的宗教问题作文、
8 月 12 日的德语自由作文《青年在
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和 8 月 15 日的
拉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
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
代》。毋庸置疑，这三篇作文的语言
范式充满了宗教的气息，众所周知，
马克思出生于犹太家庭，耐人寻味
的是父母给马克思洗礼的却是基督
教仪式。1834 年 3 月 23 日，马克思
受坚信礼（坚信礼在基督教中是孩
子正式加入教会的仪式），很显然，
从教徒到彻底的无神论者，马克思
思想的演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篇毕业作文中最能展示马克
思个性的习作是《青年在选择职业
时的考虑》。如果把中学毕业作为
青年马克思人生的原点，那么这篇

自由撰写的母语作文就是洞察马克
思初心的最好文本。

作文中，马克思并非夸夸其谈
自己的职业取向，而是把定论建立
在对现实的深刻思考上。文章一开
局，马克思就以类比的手法展示了
他的独特视野，他写道：“自然本身
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
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
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
虑有其他什么范围的存在。神也给
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
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
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
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
最能使他和社会都得到提高的地
位。”马克思认为，人们在选择职业
时，理想也许很丰满，人人都想选择
自己最喜欢的职业，但现实却很骨
感，正如人们在社会上的其他活动一
样，并不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心愿，
而要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
会关系的限制。他说：“我们并不总
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
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
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
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如
此客观理性的演绎，让我们几乎很难
相信这是出自 17 岁中学生的笔下。
正是这种直面现实的思索、清醒的理

智和完全超越同龄人的深邃，使我们
深切感到马克思当年立下的远大理
想并非心血来潮的空洞口号。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职业
取向的？马克思认为，为谁选择职
业比选择什么职业更重要。一个人
如果仅仅从利己主义的原则出发，只
考虑如何满足个人的欲望和名利，虽
然他也有可能成为出色的诗人、聪明
的学者、显赫一时的哲学家，可是，他
绝不能成为伟大的人物，也不能得到
真正的幸福。马克思断定，为人类的
幸福而劳动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
人。他写道：“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
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
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
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
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
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
敢否定这类教诲呢？”最后，马克思以
充满激情的语言亮出自己的远大志
向：“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
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
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
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
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
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
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
下热泪。”

有人说，十七八岁正是人生观价
值观多变的时期，对马克思的中学毕
业作文不应作过度的解读。但是，如
果不加以解读，我们又怎么能洞察马
克思的初心?马克思认为，通过一个人
的文章可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特别
是对于一个终生致力于思考和理论探
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话放在他本
人身上也恰如其分。《青年在选择职业
时的考虑》虽然是一篇习作，但却凝聚
着一位17岁中学生立志为人类的幸福
而劳动的职业取向。

那么，马克思后来的职业生涯是
否践行了年轻时播下的初心呢？

1841 年 6 月，马克思顺利获得耶
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以他
的才华和名气，要获得一份优厚报酬
的工作应该不成问题。但几经折腾，
马克思的职业开端却选择了一份政治
风险极高的职业——担任自由派报纸

《莱茵报》主编兼自由撰稿人，马克思
凭着犀利的笔杆子，为出版自由、为劳
苦大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如受到广
泛关注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
文，文中谴责立法机关偏袒林木所有
者的利益，剥夺贫民捡拾枯枝的权利，
文章提出了必须为民请命的立法观。
马克思不遗余力地为弱势群体仗义执
言，严重刺痛了普鲁士反动派的“心
脏”，他的一些文章遭到封杀，如《评普

鲁士政府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被
检察机关提前撤掉，后改在瑞士发表。

1843年，进步的《莱茵报》被查封，
马克思开始了流亡者的生活，他失去
了国籍，失去了职业，但初心不改，从
未被政治迫害和生活拮据所吓倒。后
来他曾向流亡地英、法当局申请国籍，
均遭到拒绝，他戏称自己是“世界公
民”。这一称号也是他不屈服于命运，
终生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见证。

1848 年 2 月，他和恩格斯共同发
表的《共产党宣言》成了无产阶级追求
解放和幸福的代言书。宣言是马克思
30 岁的最好礼物，也是他践行初心的
实际行动。

1867年，马克思的浩浩巨作《资本
论》第 1 卷在汉堡出版。为了工作，马
克思常常熬夜，严重透支了体力，去世
前的最后一天，身边还堆放着大量未
完成的遗稿。这是马克思践行初心、
升华初心的见证和思想遗产。

从 17 岁播下为人类谋幸福的初
心，到而立之年创立《共产党宣言》，再
到晚年未写完的《资本论》遗稿，马克
思终其一生，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
业和人类的美好幸福而不懈奋斗，很
好地回答了人应该为谁活着、怎样活
着的人生难题。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副
研究馆员）

专题专论

理论特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至此，初心一词正式进入了公众
的视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作为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而不断注入新
的时代血液与时代气息。当代青年，作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担当者与生力
军，更应凝心铸魂，砥砺前行。

继往开来念先辈

回望曾经的砥砺奋进，回顾中国共产党
人为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所走过的历史
进程，不由得感叹历经大浪淘沙后的种种考
验。这不仅是对革命事业和革命先辈的怀
念，更是一种对未来的展望与追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一个政党，如一个人一样，最宝
贵的是历经沧桑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革命
事业永无止境，唯有不忘初心、不忘走过的
路，才能真正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新时代
下，对当代青年的要求就更为显著：当代青年
应强化精神上的洗礼，铭记革命先辈所创造
的千秋伟业与不朽荣光，牢记曾经的峥嵘岁
月与风雨沧桑，深刻体会革命的艰辛以及美
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感受共产党人穿越时空
的理想与情怀，学习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决
心与信心，坚定信念、继往开来、不辱使命。

心存理想踏征途

多年来，我们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征途上，已经不知不觉行走
了很远。为了解决新时代下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党始终贯彻落实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带领
人民创造新的美好生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
的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新时代下
的新青年，更要担负奋进者的重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当代青年提出期望
与寄语：“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青年一代要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
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党的十九大以一种不
忘初心的精神，引导着青年学子坚定自己的理
想信念，心存高远，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
中放飞青春的梦想，勇做时代的弄潮儿，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代青年的理想具有鲜明的差异性与独
立性，是对自己未来与前途的内心写照。在
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目标的大背景下，青年
理想的鲜明差异性与独立性，是一个个小理
想的突破与奋斗，青年的人生理想折射出的
是一种对中国梦的希冀与向往，要坚定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国梦的理想信
念，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国家前途命运紧紧
联系，与民族兴衰荣辱相结合，做出无愧于自
己、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脚踏实地谋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搏击者与奋进者，
而不会等待那些犹豫者、懈怠者与畏缩者。
党在新时代下对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
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
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做出了具体说
明与阐释，也更加深了青年学子对新时代奋
进者的理解。奋进者强、懈怠者衰，当好时代
的奋进者是走向民族复兴的必答题。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青年学子应牢
记如何前行、如何出发，这也是不忘初心对当
代青年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

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需要奋进者，时代
的大发展大变化对当代青年提出了具体而深
刻的要求。当代青年应听党的话、跟党走、站
稳人民立场，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将党的十
九大精神落到实处，在新时代有大作为。

鼓足动力铸强魂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小康与完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战略目标，为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安排。
这一战略安排在一定意义上阐释了强国之道，
而国家富强目标的实现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
个日积月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需要人
民的共同奋进以及鼓足动力前行的革命伟
业。以铸强魂来实现强国，将强心态、求务实
注入强国之路的建设中，清醒认识我国的历史
地位与未来走向，坚定信心，不忘初心，以积极
饱满的心态专注自信地走在实现伟大复兴的
道路上，推动中国这艘巨轮抵达富强的彼岸。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不
忘初心，是对当代青年的新要求。不忘革命
先辈、不忘理想与梦想，更不忘脚踏实地、求
真务实，在举旗定向的基础上达成人民至上
的目标，在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实现强国之
路。21世纪的重任给予了当代青年新的使
命与责任，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中，青年学子也深感作为时代奋进者的
历史使命。初心早已烙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成为这个时代永恒的指路明灯，不忘初心、凝
心聚魂无疑成为当代青年的理想目标，中国
也将在这样一股强流中脱颖而出，实现复兴。

（作者系吉林师范大学副教授）

初心早已烙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成
为这个时代永恒的指路明灯。

不忘初心是对
当代青年的新要求

韩强

论道说理

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禹天建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