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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
解析理论热点 探寻教育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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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青年健
康成长的本质和规律，指明了新时代中
国青年运动发展的方向，是新时代中国
青年运动发展的根本遵循。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正是
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广大人民的立场，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复
兴而奋斗。新时代弘扬五四精神，就必
须坚持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必须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对新时代中
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既是五四运动以
来青年运动的经验总结，也是新时代
中国青年运动的坚强政治保证。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
日起，就始终把青年工作作为党的一
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广大青年自觉接
受党的领导，积极投身党领导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
业以及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中国革
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突
出贡献。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实
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
领路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
保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始终沿着正确
的方向前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发扬
五四运动精神，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
持党的领导，把爱国和爱党与爱社会
主义有机统一起来，增强“四个意
识”、做到“两个维护”，听党话、跟
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
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努
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
人。这是坚持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正
确方向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
首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
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我们党
的力量源泉。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
运动的历史表明，只有与人民利益相
结合、同人民一道同舟共济，青年运
动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具有
时代价值。人民群众是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蕴藏着无比
的智慧和巨大的力量，新时代中国青
年只有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才能克
服任何艰难险阻，赢得胜利；人民群
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
量，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丰富的经
验，新时代中国青年只有虚心向群众
学习，汲取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
才能不断拓展、深化和完善自己的知
识结构体系，才能运用自己所学知识
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发挥聪明才
智，造福人民，推动社会进步。新时
代中国青年运动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
益为出发点和最高标准，要求广大青
年将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
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
民共命运，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
华人生境界。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必须毫不动
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

民经过艰辛探索而作出的最终选择，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
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五四运动揭开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由新民主主
义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
发展的趋势。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始
终沿着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
辑前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创造人民美好
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强国富民的康
庄大道，这条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
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
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新时代中国青
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就是毫不动摇地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同频共振；新时代中国
青年应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历史方位，积极投身新时代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青春年华和
聪明才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
走越宽广。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必须承担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
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五四
运动以来青年运动的核心主题，五四
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

心”。五四运动100年来，一代又一代
中国青年积极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
变。“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当前，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日
可待，即将开启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实现民族
复兴的中国梦更进一步。一个时代有
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责任与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
时代中国青年要继承发扬五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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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当
代青年就要自觉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接过民族复兴
的历史接力棒，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中
劈波斩浪、勇立潮头，开创中华民族
更加灿烂的明天。

（作者系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
员）

坚持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
邹升平

理论特稿/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专论
学者观点

记得35年前，我们在中国人民大
学追随中国五四运动研究专家彭明教
授学习“五四运动史”。彭先生不但给
我们传神般地描绘了那段激荡人心的
历史岁月，而且带领我们实地考察，
重走 5 月 4 日当天大学生的游行路线
和主要景点。从那时起，五四人物、
五四精神、甚至五四场景，在我们的
心灵深处扎下了根。我们庆祝五四，
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弘扬大爱忠诚
的家国情怀和不负青春的责任担当。

1939 年 3 月，陕甘宁边区西北青
年救国联合会规定 5 月 4 日为中国青
年节。1949 年 12 月，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正式宣布 5 月 4 日为中国青年
节。这是五四青年节的由来。其实，
纪念五四、缅怀五四，从五四运动第
二年就开始了。1920年，李大钊在纪
念五四时说：“我盼望，从今以后，每
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
些新意义。”

“五四”源于100年前那一场伟大
的学生运动。1919 年 5 月 4 日，巴黎
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点燃了国人郁
积已久的怒火，北京高校数千名青年
学生群情激愤，高擎反帝爱国的大
旗，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
消二十一条”等口号，高挂“还我青
岛 ” 的 血 书 ，“ 宁 为 玉 碎 ， 不 为 瓦
全”，以至诚至真的赤子情怀和大无畏
的斗争精神，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
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以全民族的行
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
觉醒，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
斗的伟大传统。这是一场伟大爱国革
命运动、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伟大思
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从此，五

四成为改写中国命运、影响中国历史
进程的关键时刻，而它孕育的五四精
神，早已融入了现代中国的文化血
脉，留下了“爱国”和“进步”的丰
赡意蕴、“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
迪，尤其是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在这
场运动中展现的“救国家于危亡，拯
人民于水火”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
当，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年成长道路上
的精神坐标。

家国情怀是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中积淀形成的，责任担当是其精
髓所在。千百年来，无数圣哲、英烈
为家国天下之存亡和黎民社稷之安
危，劳心焦思、上下求索，“先天下之
忧而忧”“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祸福避趋之”等名言广为传颂。这
种古已有之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在
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在
五四青年学生的身上得以重构和传
承。国难当头，那一代青年学生没有
做感时伤世的清谈客，也未曾汲汲营
营为稻粱谋，而是率先发出呐喊，将
满腔的愤恨、思虑、激情转化为与国
家前途休戚与共的决心，体现为与民
族命运同频共振的行动。五四青年的
一把火不仅烧掉了卖国贼的赵家楼，

也唤醒了沉沦已久的民族意识；五四
青年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不仅深深
感染了时人，也一直为后世所敬仰。

李大钊曾说，“历史上的事件与人
物，是只过一趟的，是只演一回的”，
但“此一回的演行，乃永久存在”。五
四就是这样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话
题。在岁月的流转中，五四运动孕育
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在青年身上不
曾走开，五四青年彰显的爱国之忧、
救国之切从未远离。毛泽东在五四运
动20周年时，写下了 《五四运动》《青
年运动的方向》《永久奋斗》等名篇，发
出了“全国青年们，努力啊！”“模范青年
们，你们要切记这一点——‘永久奋
斗’”等伟大号召。在五四精神的激励
下，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以社会为己
任、敢为天下先，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
奔赴前线经受血与火的考验；在社会主
义建设的热潮下，艰苦奋斗改变祖国面
貌；在改革开放的熔炉里，勤学笃行勇
立时代潮头。变迁的是岁月，不变的是
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五四这个词已然
超越了它所诞生的历史环境，超越了
它所象征的时间维度而成为永恒的存
在。

100 年后的今天，五四运动作为
历史事件可谓渐行渐远，五四青年作
为历史人物逐渐淡出视线，然而五四

精神依然历久弥新。如果说历史上五
四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那么现实
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在进行时。
今天的中国固然不同于 1919 年的中
国，如果说 100 年前五四精神塑造于
青年学生不甘外辱、挺身而出的行动
中，那么，今天的五四精神就应该沉
淀在青年学生为实现近代以来中华儿
女的夙愿而砥砺前行的努力中。“现
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
是用来回忆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五四运动 100 周年时指出：“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
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
有决心为青年跑出一个好成绩，也期待
现在的青年一代将来跑出更好的成
绩。衷心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积极拥
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让青春在为祖
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
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新时代中国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
空前广阔、梦想成真的前景无限光
明。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
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
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
品德修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小事做起，不满足于个人成就的取
得，不止步于个人目标的实现，在关
注自我的同时拥有更加豁达的情怀；
不回避眼前的困顿，不逃避长远的问
题，在认定方向的同时拥有更加负责
任的态度，担当起国家发展、民族进
步、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为中国梦
的实现添砖加瓦。我想这就是我们对
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青年最
好的慰藉和对五四精神最好的弘扬。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王树荫

100 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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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社会革命运
动，也是一场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
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不仅开启了新民
主主义的政治革命，也开启了新民主
主义的文化革命，激发了中国人民的
文化自觉意识，为中华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奠立了主观条件。

五四运动使中国先进分子萌发了
新的文化主体性意识

文化自觉包含着“文化自主”和
“文化自知”双重品格。文化自主指
的是在文化的交流、发展和创新过程
中要具备文化自尊、自爱和自主的主
体性意识，不卑躬屈膝、不自暴自
弃、不照搬照抄，始终坚守民族文化
的“根”和“本”。不忘本来才能开
辟未来，积极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如
果丧失文化的主体性意识，以历史虚
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以崇洋
媚外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就会沦为

“无根的浮萍”，就不可能有文化的自
信。当然，强调文化的主体性意识，
不等于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古今中
外的历史一再证明，只有大胆吸收外
来文化的一切有益成分为我所用，才
能促进本民族文化的新陈代谢，增强
文化自主能力。

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形成新的文化主体
意识：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后期，中
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从“全盘西化”
的梦幻中惊醒，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重新审视
和评价西方文化，探寻文化革命的新
方向；另一方面，中国早期的马克思
主义者一开始就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实
践的需要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具有非常明确的主体性意识，一经学
会马克思主义就尝试着运用它去分析
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应该说，文化的主体性意识并非
这一时期才有，我们的祖先就认为华
夏文明是天下的中心，华夏文化是最
先 进 的 文 化 ， 认 为 只 能 “ 用 夏 变
夷”，而不能“用夷变夏”。鸦片战争
后，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都是
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对待西方文
化，这些都体现了文化主体性意识。
但是，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
文化主体性意识既与古代“自我中
心”的潜意识有本质不同，也与近代
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论有原
则区别。他们固然不赞同全盘西化，
却也不主张固守传统，而是试图在传
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外，探寻社会主
义的文化新路。他们主张在“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下，以“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态度对待传
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这是以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理论武装了的中国先进知识
分子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
播，为实现文化自知提供了思想工具

文化自知是文化自觉的又一重要
品格。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文化自
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
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
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
向。”文化自知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
内在要求。一方面，文化自信必须建
立在对自己文化的理性认知的基础
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
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
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
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只有讲清楚自身文化（即对自己的文
化有理性认知），文化自信才有理性的
根基和底气，否则就是盲目自信，甚至
会蜕变为“文化自负”。另一方面，文
化自知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
对自己的文化有全面准确的认识，才
能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赢得在
新时代、新环境下文化选择的主动
性。唯有如此，文化才能不断与时俱
进，文化自信才能是持久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各国家和
各民族的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全球化
背景下，仅有对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
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外来文化有“知
他之明”。知己而不知彼，就不可能

有真正的自知之明，因而也就不可能
有理性的自信。

正因为对自身文化的发展缺乏理
性的认识，我们在鸦片战争后始终是
以自发的而非自觉的、被动的而非主
动的“刺激—反应”模式去应对西方
文化的挑战。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
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
人在救亡路上一直处于“试错”状
态。我们不仅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知
之明，对西方文化也缺乏认识：先是
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夜郎自
大、盲目排外，视对方为未开化的“洋
夷”，屡遭挫折后又觉得自己“百事不
如人”，主张“全盘西化”。一战的爆发

“戳破了西洋镜”，以梁启超、梁漱溟等
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回潮。从
中不难发现，在面对何去何从的历史
抉择时，当时的国人是多么的盲目与
彷徨，这既是缺乏文化自觉的表现，
也是缺乏文化自觉的后果。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
广泛传播，它为中国人实现文化自觉
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唯物史观为
我们从整体上认识文化及其与政治、
经济的辩证关系，以及中华传统文化
的性质、特色、功能、形成过程和发
展趋向等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工具；政
治经济学为我们理性认识西方资本主
义文化提供了思想武器；科学社会主
义为我们指明了文化发展的道路和方
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
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才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与

“糟粕”也才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辨识。

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为
实现文化自觉奠立了主体条件

五四运动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
先进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马克
思主义的旗帜下，形成了一支崭新的
文化生力军，活跃于中国的政治和文
化舞台上，为随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奠立了思想基础和干部条件。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是实现文化自觉的主体力
量，也是重塑文化自信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在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准确
判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确定了
历史坐标，这是实现文化自觉的“大
关键”。因为要回答“中国向何处
去”的时代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

“中国在哪里”、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
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便是对
中国历史方位的精准定位，为日后毛
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确立了
历史前提，也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确立了逻辑前提——因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就是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论，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论的历史起点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
的伟大效力和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文
化自觉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中国共
产党人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力
图将“文化自觉”转化为革命的“行
动自觉”，使文化自觉的理论力量得
以转化为强大的实践力量。

综上所言，五四运动后，在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国人民实现了真正的文化自
觉，不仅认清了中华文化“来时的
路”，也明确了中华文化“前行的
路”，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从
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
动，中国革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
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

五
四
运
动
与
文
化
自
觉

张建忠

观 点 提 示

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真正的
文化自觉，不仅认清了中华文
化“来时的路”，也明确了中华
文化“前行的路”。

观 点 提 示

五四成为改写中国命运、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它
孕育的五四精神，早已融入了现代中国的文化血脉，尤其是意气
风发的热血青年在这场运动中展现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成
为一代又一代青年成长道路上的精神坐标。

观 点 提 示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
向，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同人民一
道，肩负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使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 禹天建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