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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总有某一个时刻，

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这种时刻一旦出现，便会决定几十

年乃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甚至决定着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亡。

1919年5月4日，对于有5000多年
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便是这样一个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刻。

这一天，爆发了一场以先进青年知
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
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由此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李大钊，30岁。毛泽东，26岁。许
德珩，29岁。邓中夏，25岁。

这是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的年龄。
那一刻，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人生的
路，从此与国家、民族、人民紧紧相连。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鲁迅日

记》记载，这一天，天气“昙”。
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校园，春暖花

香。师生们的心情，却和天气一样，笼
罩着风云。

一大早，校园内人声鼎沸。学生们
聚在红楼前，准备一道去天安门前游行。

许德珩一夜没有合眼。他和同学们
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成大旗，短的做成
小旗，将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

5月2日，许德珩等青年学生，听说
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悲
愤不已。他们约集北京各校学生代表，
决定5月4日在天安门游行示威。

上午10点，罗家伦正准备去天安
门，这时一名学生找到他，说：“今天的
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举
我们北大来起稿，你来执笔吧！”

见时间紧迫，罗家伦没有推辞，站
在红楼一层一间教室的长桌前，一气呵
成《北京全体学界通告》：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
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
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
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成为这一天

最激动人心的爱国口号。


天安门前，竖起大大小小的标语。

其中，北大学生谢绍敏“还我青岛”的血
书，最引人注目。

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3
所大专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手持白
旗，在各校的白布旗帜下，列队示威。

“外抗强权，内惩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还我胶东！”
“还我青岛，保我主权！”⋯⋯
一声声口号，响彻云霄。
集会上，北京高师学生张润芝撰写了

一副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
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挽联直指北洋政府里几名亲日派
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曾代表袁世凯
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驻日公使章宗
祥，以出卖山东路权为代价，向日本密
商借款；还有陆宗舆，名为币制局总裁，
实为日本向华放贷代理人。

天安门前，那对精美绝伦的华表，
凝视着眼前这些青春的身影。数百年
来，它们见证了中国的历史——

79年前，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开始了长达百
年屈辱的近代史。

24年前，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
的完败，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更加剧
烈的刺痛。

8年前，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
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
建君主专制制度。然而，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
束，不少国人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心
存幻想。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团参
加了巴黎和会，提出了取消德国在华特
权、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
各项权益的正当要求。

然而，“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
权”。美、英、法三国，为了自己利益，将
大会变成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大会。4
月30日，三国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
情况下，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
让予日本。

消息传回国内，极大地震怒了中国
人，也打破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午后 2 点 30 分，游行队伍高呼着口

号，向使馆区的东交民巷进发。
游行队伍先来到美国使馆。罗家伦

等4名学生代表，前往使馆交涉。公使不
在，学生们只留下了英文的说帖，请求美
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
助”。英、法、意等国使馆，也有学生代表
前往交涉。

但学生们穿过使馆区游行的申请，始
终没有被允许。

正当大家群情激愤时，队伍里，有人
突然高呼：“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得到
了不少学生的拥护。

下午4点30分左右，队伍来到东单赵
家楼2号曹汝霖住宅。学生们要求曹汝霖
出来，解释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的原因。

趁军警不备，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和
许德珩等人跃上窗台，打开临街窗户，跳
了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学生
蜂拥而入。

曹汝霖见势不妙，慌忙藏进箱子间。
进京述职的章宗祥，正寄居在曹家。学生
们没有找到曹汝霖，气愤地一把火点着了
曹宅。章宗祥慌忙逃出，被学生们撞了个
正着，被揍得鼻青脸肿。

军警逮捕了许德珩等32名学生。在狱
中，许德珩口占诗歌以示决心：“为雪心头
恨，而今作是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
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
死，爱国亦千秋。”


5月5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举行总罢

课，要求释放学生。
5月7日，在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

旋下，尤其是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北洋
政府不得不释放32名学生。

五四运动的风雷，让爱国、进步、科
学、民主的五四精神，激荡了整个中华大
地——

5月7日，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
大会。9日，上海各校罢课。19日，北京
2.5万学生再次总罢课。

6月3日，北京学生举行大规模街头演
讲，当日170多人被捕。

6月5日，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
州、武汉、济南⋯⋯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
工、罢市，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27日，留
日留美学生请愿。

全国22个省份、150多个城市，都有
不同规模的声援活动。

迫于社会各界压力，6月10日，北洋
政府免去曹、章、陆三人职务；6月17日电
令和谈代表签字，仍准备对列强屈服；23
日又改为让代表“相机行事”。

6月28日，原定签约之日，中国代表团
驻地被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发表声明，拒
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以胜利告终。

五四期间，正在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
家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想想我们
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
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
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
各界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
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

中国，引起了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
“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中国大地徘徊。

李大钊，就是那个暗淡中国的普罗米
修斯。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
阵地，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
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
量文章和演说，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
这片土地上传播。

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
上，李大钊激昂地预言：“人道的警钟响
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
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作为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深刻意
识到，古老的民族能否再现青春，关键“系
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因此他致力于青
年启蒙，做青年的良师挚友。

1920年3月，李大钊带领19名学生，在
北大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6个月
后，又在北大组建共产主义小组。

1925年8月，李大钊离开北大，从图

书馆走向广场，成为职业政治家，负
责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工作。1927
年4月，李大钊被北洋军阀判处绞
刑，慷慨赴义。

在李大钊的红色旗帜下，集聚
着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
等一批进步青年。这里面，有一个
名字，必须一提——

毛泽东。
1918年8月，操着湖南口音、心

怀救国志愿的青年毛泽东，从长沙
来到北京，在李大钊手下做助理员
工作，管理15种中外报纸。

他一边工作，一边在北大旁听，
广泛结交新文化运动人物，在李大
钊、陈独秀的影响下，经过探索，逐
渐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49年 3月，即将成为新中国
人民政权领袖的毛泽东，感慨道：

“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
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
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
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

秀，以令世人瞠目的举动，积极投身
五四运动中。

从5月4日至6月8日，陈独秀
连续发表 7 篇文章和 33 篇《随感
录》，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摇笔呐喊，
擂鼓助威。

6月11日晚，北京前门外“新世
界”正在放电影，一个白帽西装的中
年男子，突然掏出传单，从楼顶撒向
人群，散发传单者当场被捕。

警方审问后得知，这位散发传
单者，竟是北京大学前文科学长、新

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刊物《新青
年》的主编陈独秀。96天后，他才在社
会各界营救下出狱。

在五四运动之前的数年里，陈独秀
一直以笔做武器，呼唤变革。

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
文中，率先擂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隆隆战
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
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他希望，青年学
生“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
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新青年》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陈
独秀也逐渐成为当时青年的偶像。

在五四后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
思潮中，有一种开始引起陈独秀的注
意，那就是社会主义。

1920年初，在李大钊的掩护下，陈
独秀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拉开了“南陈
北李、携手建党”的序幕。


谈及五四运动，另一个耳熟能详的

名字，是鲁迅。
作为五四精神旗手之一，鲁迅并没

有亲身参加运动，但他对青年学生的举
动十分关心，“怕青年不懂得反动势力
的狡猾与凶残，因而敌不过反动势力”。

1909 年，曾怀着“寻求别样的人
们”梦想的鲁迅，结束留学生涯，返回中
国。1912年，他应蔡元培之邀到教育
部任职。

来到北京后，等待鲁迅的，是北洋军
阀混战，各种政治丑剧愈演愈烈。鲁迅
对此失望至极。几年间，他独自在僻静
的小院里读书抄碑。在老同学钱玄同多
次邀请下，鲁迅答应为《新青年》写文章。

这是鲁迅人生的一大转折。
1918年，鲁迅发出了自己的第一

声呐喊——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也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发表在《新青年》杂志4卷5号的
《狂人日记》，向世人揭开了几千年来封
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此后4年里，鲁迅接连写下了10
多篇震撼人心的小说，代表了新文化运
动对社会批判的最高水平。同时，他还
陆续写作了不少杂文，从各个角度宣扬
新思想。

大量见诸报刊的文章，使默默无闻
的周树人成了赫赫有名的“鲁迅”，并被
许多青年学生视为精神领袖。

1919年1月，鲁迅在《新青年》上
撰文：“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能
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
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
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个月后，春光明丽的天安门广场
前，3000名青年学子，如鲁迅所说的那
样“在黑暗里发一点光”，并最终汇成了
五四运动的熊熊炬火。


对一些青年学生来说，五四运动是

他们未来革命事业的预演，其中蕴藏的
巨大力量，在未来的岁月中释放爆发。

被捕32位勇士之一的许德珩，出
狱后立即投身学生运动中。他化装离
开北京，到天津、济南、武汉、南京、上海
等城市，宣传五四运动。

1919年12月，许德珩踏上了留法
勤工俭学的旅途。在法期间，他参与成
立了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并与周恩来等
共产党人成为知己。

60年后的1979年，在一场纪念五四
运动的座谈会上，当年与许德珩一起被
捕的32人之一的初大告，讲到一段逸闻：

“许老（许德珩）1945年约我发起九三学
社，原定为民主科学社，1945年9月3日
日本签字投降，才定为九三学社。”

以发起、组织和领导九三学社而为
人熟知的许德珩，其一生的道路，早已
由五四运动而决定。

五四运动后，一大批青年学生，北
上南下，进工厂去乡村，宣讲新知，发动
和唤醒大众的觉悟。北大学生邓中夏
便是其中的一位。

1919年 3月，在李大钊等人的支
持下，邓中夏把目光投向普罗大众，发

起组织北大
平民教育讲演
团，“增进平民知
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

1920年10月，邓中夏加入北京共
产主义小组，成为小组的最早成员之
一。他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办劳动补习
学校，脱下西装换上工人服，在工人中
宣传马克思主义。每天就着凉水，吃两
顿窝窝头或几个烧饼，晚上就用几条板
凳当床，睡在教室里。

毛泽东称赞邓中夏，是“知识分子
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

1922年8月，在充分利用五四期间
建立起的良好群众基础上，邓中夏完成
了他领导工人运动的成名作——长辛
店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和1925
年，又分别组织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
罢工和省港大罢工。

这一系列的运动，似乎早在他
1919年面对民众慷慨激昂的演讲中，
便埋下了伏笔。

1933年9月，高呼着“中国共产党
万岁”的口号，邓中夏英勇就义。


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青年

时，发现自己的使命。五四一代青年，
便是如此。

1919年7月，湖南长沙。
26岁的毛泽东，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创办《湘江评论》，在湘江畔发出一个时
代的青春之问：“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
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
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后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
时，他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
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
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
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从此，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天津，南开校园。
21岁的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

合会报》，与邓颖超等人共同成立天津
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觉悟社，
并率天津各校五六千学生请愿，被羁押
半年之久。

1922年3月，周恩来致信觉悟社同
仁，叙述自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心路
历程：“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
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法国，马赛。
16岁的邓小平，受五四运动影响，

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运动，在轮船甲板
上，这位个子不高、稚气未脱的少年，可
能没有想到，自己从此会走上职业革命
家的道路。

邓小平后来回忆：“加入中国少共
旅欧支部后，我从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
入，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

还有一批青年，虽没有直接走上革
命道路，但五四精神都在他们身上烙下
了深深印记。

五四运动爆发后，16岁的中学生
周培源，满怀热忱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
动，被校方开除。

1919年秋，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
华，后又抱着“工业救国”之梦，赴美国
攻读理论物理学，成为唯一在爱因斯坦
身边长期研究相对论的中国人。1929
年，周培源毅然回到祖国，成为清华最
年轻的教授。

70年后，国家表彰了23位“两弹一
星”元勋，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和学生
的学生。

如果不是因为五四，可能不会有
“冰心”这个脍炙人口的笔名。当时19
岁的谢婉莹可能会顺利从协和女子大
学毕业，做一名医生。

1919年8月25日，北京《晨报》上发
表了一篇题为《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的
杂感，记叙了作者听审五四爱国学生的
种种情况。这是冰心发表的第一篇文
章。半个月后，她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两
个家庭》在报上连载，从此登上文坛。

60年后冰心撰文回忆：“这奔腾澎
湃的划时代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
化革新运动，这个强烈的时代思潮，把
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
槛⋯⋯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
上了写作道路。”


五四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上

海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
事变。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
向，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
论》中，将五四运动标定为“旧民主主
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五四以
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
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五四以后，中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
者，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
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
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
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

在五四精神的召唤下，一代代青年
肩负起时代的责任和使命。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
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会将5

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毛泽东出席延
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并发
表演讲。

在演讲中，毛泽东对青年在革命中的
作用作了准确描述：“‘五四’以来，中国青
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
的作用”，“什么叫作先锋队的作用？就是
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

当时，抗日战争逐渐转入到艰苦的相
持阶段。“青年们在这个阶段里，是负担了
重大的责任的。”毛泽东鼓励延安青年，
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实行团结，抗
日到底，“只要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中国革
命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得到胜利”。

1949年，五四运动30周年。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2月 23日

宣布，5月4日为青年节。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经历了近

代以来100多年苦难斗争的亿万中国
人民，第一次成了国家、社会和自己命
运的主人。一代青年也由此明确了新
的历史使命，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
到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推进社会主
义建设。

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举

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五四
纪念活动，重新阐释五四精神，凝聚社
会各界思想共识。

1978年，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
志，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
想解放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
利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一代
青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在党的带领下，从农村到城市，
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
深化改革，从局部开放到全国开放、全
方位开放，让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
潮流。

2019年，五四运动100周年，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历史的关键节点在这
里不期而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调，五四运
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
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
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
春之民族的100年。新时代中国青年
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
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经过一代代青年的探索和奋斗，今
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从五四
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100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华
民族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这都是划时代的。


北京，五四大街29号，沙滩红楼，

静静矗立在繁华街边。
这座红砖砌筑的工字形建筑，100多

年前是北京大学的校舍，是新文化运动和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如今是北京新文化运
动纪念馆。每天，不少青年学子涌入红
楼，拜谒先贤，观看展览，聆听讲解。

距红楼17公里，未名湖畔，北大燕园。
苍松翠柏掩映处，立着李大钊半身

铜像。大理石基座上，不知被谁摆放了
几束鲜花。

“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
流之责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
国家，青春之民族。”李大钊百年前的呐
喊，仿佛仍在耳边回荡。

塑像南边的静园大草坪上，三三两
两，坐着捧着书本的青年学生。相比百
年前的五四一代，他们是“强国一代”，
有着自己的责任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寄语当代青年：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
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
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五
四
：
那
一
天
，这
百
年

本报记者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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