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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吸引和塑造青年
———以安吴青训班为例

■ 秦国伟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摘要】安吴青训班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一所战时青年

培训学校。它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动员和吸引青年加入学校，在抗

战的道路上与中国共产党同向同行。它进而又以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吸引和

塑造青年，使青年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共同为建设新社会而奋斗。在统一

战线方面，青训班的主要做法是: 在指导思想上突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课程

上坚持抗日上前线的方向，突出军事教育; 在政治教育方面宣传三民主义和统

一战线，拥护国民政府的领导。在以先进性塑造青年方面: 与时代强音同谱共

振，朝气蓬勃; 作风上平等民主，以青年为本; 坚持党的领导，以模范行动引领青

年。安吴青训班的经验为今天的青年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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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民众”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这也是毛泽东的结论。毛泽东指出:

“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

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1］而动员民众，首先应该从青年开始。历史已经证明，在动员民众、
撬动基层的过程中，中国的青年“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2］。五四运动是这样，一二·九运动

是这样，抗日战争也是这样。
西安事变后，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新任务，更好地动员青年投入到抗战中

来，党中央决定将共青团组织改造为更加具有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1937 年 4 月，西北

青年救国联合会( 以下简称“西青救”) 正式成立，因全国青救会尚未成立，“西青救”暂为青年抗

日救国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1937 年 10 月，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西青救”在

国民党统治区陕西省泾阳县创办了一所战时青年培训学校。这所学校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

基本方针，以培养青年服务抗战的军事政治技能为根本任务，它在国统区成功地吸引和培养了

一万二千多名青年，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81·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17.06.003



一、安吴青训班的办学历程和组织方式

“安吴青训班”是中共中央为适应抗战需要和广大爱国青年抗日救国的要求而创建的，由

“西青救”主办，朱德为名誉班主任，冯文彬为班主任，胡乔木为副班主任。“安吴青训班”是青

年训练班的统称，实际上，它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具有三个不同的名称。第一阶段以对青年进行

短期培养为主，称之为“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学员以西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后

来，鉴于青年对抗战军事政治知识的渴求，毛泽东指示冯文彬: “我们要取得抗战胜利，需要大

批知识分子，将来建设新中国，更需要千百万知识分子。青训班应该是来多少收多少，来者不

拒。”［3］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青训班克服种种困难对青年来者不拒，并延长了学习时间，青

训班改称“战时青年训练班”。学员范围扩大至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除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之外，还招收工人、农民等各界青年( 见表 1)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摩擦”
逐渐升温，对来青训班的青年加以种种限制，加之潼关以东铁路被日寇控制，青训班学员来源大

大减少。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青年运动取得了很大发展，需要大量能够独立工作并

能领导群众工作的青年干部，为此，1938 年 11 月，“西青救”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培训青年干

部作为青训班的主要任务。1939 年 1 月，青训班改称“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选拔经过实际

工作锻炼和有志于从事青年工作的学员五百余人，学习期限从三个月延长到一年。1939 年下

半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8 月青训班将主力迁往华北，并入华北联大，留下少部分学员和工

作人员坚持训练。1940 年 4 月 13 日，中央电令青训班撤离安吴回延安，最后三百名学员和工

作人员于五月初回到延安，并入“泽东青干校”。安吴青训班的使命至此完成。
安吴青训班从 1937 年 10 月至 1940 年 4 月，前后共办了 12 期，培训了一万二千多名学员，

分别输送到延安、前线、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友军，参加了军事、政治、民运等各方面的工作和战

区、敌后青年工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表 1 安吴青训班学员来源状况表［4］

阶 段 职业 /身份

第一阶段: 战时青年短期训练

班( 1937． 10 － 1938． 3)

( 1) 陕西省的学生，主要是民先队员，占 80% 以上; ( 2) 职工，占 8% ; ( 3) 军

警，占 2． 5%。

第二 阶 段: 战 时 青 年 训 练 班

( 1938． 4 － 1939． 10)

( 1) 全国乃至海外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占 60%以上; ( 2) 职工; ( 3) 农民; ( 4)

佛教徒; ( 5) 艺术队。

第三阶段: 中国青年干部训练

班( 1938． 11 － 1940． 3)

( 1) 青年团体、儿童团、少先队干部; ( 2) 游击队战士; ( 3) 青年农民; ( 4) 青

年职工; ( 5) 抗大、陕公、鲁艺的毕业生。

注: 本表为作者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而成( 下表同) 。

青训班在办学的两年半时间里，始终面临着政治上缺乏合法地位、经济上严重困难、教员缺

少等困难。仅就经济上的困难来说，青训班没有拨款，靠每位学员收取六元膳费来勉强维持。
校舍非常紧张，吃饭和上课都是在露天进行，没有任何桌凳，睡觉在地上或楼板上，下面铺一层

薄草。每班两晚用一支质地不佳的蜡烛。为了解决经济困难，青训班全体努力，开动脑筋想办

法，他们每天只吃两餐，只有到天长的时候才加一顿稀饭。烧菜时把灶心升高，使炭火集中于锅

中心，菜只烧到一成熟即可，这样省炭又不减少菜量。
青训班的组织机构非常精干而高效，设班务委员会，负责青训班的整体工作，下设教务处、

生活指导处和总务处。教务处主要负责安排课程、组织军事生活、编订教材和理论研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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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指导处是学校的政治部，负责在思想、作风和政治素质方面加强对学员的政治教育。总务

处负责学校的后勤保障工作。学员编成连队，实行军事化管理，设连长、指导员和协理员。除学

校领导机构和连队组织之外，学员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学生会，负责人由全体学员用无记

名投票的办法选出，它是学员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的组织。
青训班的办班地点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内，紧邻西安，这有利于接收全国各地汇聚西安的进

步青年，但同时也受到了国民党势力的猜疑和干扰。1938 年 2 月至 6 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两

次下令，解散“西青救”、民先队总队部、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 13 个爱国团体。6 月，国民党泾

阳县县长到青训班捣乱，散布投降和反共谬论，煽动学生脱离青训班。6、7 月间，国民党逮捕了

“西青救”驻西安的负责人何志诚、民先队西北负责人李连璧、民先队西安队负责人于志远、蔺
克女、陈宇等五人，时称“西安五青年”事件。1939 年底至 1940 年初，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

高潮，胡宗南第一军之董钊部进驻三原县北，与安吴堡近在咫尺，形势非常危急。为避免伤亡，

1940 年 4 月，中央只得下令青训班撤回延安。

二、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引和影响青年

青训班的学员成分复杂，既有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队员这样的进步青年，也有铁路工人、华
侨青年、军官士兵、党部委员、工程师，甚至还有佛教徒等。他们有的是豪富家庭的少爷、小姐，

有的是贫苦的学生、工人，有店东，有小贩。成员复杂，背景不一。要想将这些青年拧成一股绳，

最大的旗帜是抗战，最优的组织方式是统一战线。作为创办人的冯文彬和胡乔木认为: “今日

中国的青年，显然在政治理想上有很多分歧，但只有一种口号能够团结他们全体，就是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5］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贾拓夫也说: “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要想把

各地方、各党派、各阶层的广大青年团结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安吴堡来学习，是不可能的!”［6］青

训班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有以下几种做法:

第一，在思想上突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青训班的宗旨上

就有明确体现:“本班宗旨在于最短期间授与青年各种最低限度之战时军事政治教育，使能在

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依据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精神，自动开展抗

敌救亡工作。”［7］这个宗旨并非仅是对外宣传的权宜之计，它是表里如一的。由全体学员讨论

通过的“青训班同学总会会章”如此申明其宗旨:“本会宗旨在于团结本班同学加紧自我教育，

拥护政府抗战建国国策，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解放，完成抗战建国大

业。”［8］在青训班“青年运动研究提纲”的上课讲义中，对青年运动的定位做了这样的阐述: “各

党派大团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目前阶段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因此目前青运必须是非党的青

年运动，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的青年运动。”［9］贾拓夫认为，青训班的使命是:“教育全陕全西北青

年，使他们放弃一切民族的地方的党派的阶级的以及宗派门户的成见……团结成一个坚强的青

年统一战线”［10］。
第二，坚持抗日上前线的基本方向，加强军事政治教育。抗日是统一战线的灵魂和方向，也

是青训班一直坚持的根本方向。青训班在创办的时候，也明确公布了它的目的，那就是通过

“在最短期间授与青年各种最低限度的战时军事政治知识”，以“开展抗敌救亡工作”［11］。青训

班聘请朱德担任青训班名誉主任，朱德给青训班的题词是“学好本领上前线”，要求青年“学会

打仗”［12］。为了实现抗日上前线的目标，青训班在三个方面锤炼学员的军事政治素养。( 1) 按

照军队的模式组织学习。学员按照连队编组，连队设连长、指导员和协理员各一名，生活、学习

都有严格的纪律约束。( 2) 进行课程教育。青训班的课程包括抗战的基本理论、军事课程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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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讲演( 见表 2) 。这些课程都是针对于抗战的实际问题，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如军事教

育课先采取教员讲授和学员讨论的方式，然后采取全班野营演习的方式将所学的军事战术原则

及政治工作与实际结合。( 3) 进行实践锻炼。1938 年 3 月，黄河风陵渡失陷，为了保卫陕西，迎

接战斗，青训班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军事野营演习活动。之后，制定了下乡工作大纲、下乡访问工

作要领和地方调查大纲，深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民众和调查研究。1939 年 1 月，为了在

战争中训练青年干部，青训班组织了六个战地工作团去晋东南和晋察冀战区学习、服务。1938
年 12 月，为发展敌后游击战，青训班发动 500 人到华北敌人后方，他们踊跃报名，唱着“别了，别

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13］的歌曲，冒着敌人的炮火，徒步行军 3 000 里，奔赴战场。
表 2 安吴青训班课程状况表［14］

大 类 具体课程

抗战的基本理论课程 政治常识和政治学、三民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军事课程 操场动作、武器使用、步兵战术、游击战术

时事讲演 国内形势、国际政治、抗战中战略战术的新问题

第三，宣传三民主义和统一战线，拥护国民政府的领导。( 1 ) 拥护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

抗战。“对领导抗战的政府和积极进行抗战的军队，应该用一切力量，动员民众，积极的拥护和

热忱的帮助”［15］，“我们愿在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愿在抗战建国纲领的方针之下，与

全国一切青年团体携手合作。”［16］( 2 ) 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和统一战线。在青训班的课程中，基

本理论部分包括社会科学、三民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门课程。其中，“三民主义”这门课

程主要包括三民主义的发生、三民主义的理论和三民主义的实行三个部分［17］。三民主义的课

程为国共合作提供了理论说明，而国共合作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一环”［18］。对于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强调，因为抗战的新形势，“现在的中国不需要阶级间的互相仇视，压迫，

火并，但互相竞赛监督批判是必要的，它符合抗战的联合和全民族各阶级的利益。”［19］冯文彬

说:“只要于统一战线有利又为我们力之所及的，无不尽心竭力的做到。”［20］( 3 ) 淡化与中国共

产党的隶属关系。青训班虽然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且青训班的负责人和一些教员的共产

党员身份也是公开的，但却努力淡化党派色彩，而凸显其为了全民族利益而抗战和坚持统一战

线的色彩。如 1939 年 10 月 10 日，《新中华报》发表了青训班给毛泽东的公开信。信中称毛泽

东为“先生”; 称中共为“贵党”; 信中说:“贵党与全国人民全国青年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贵党

是中华民族最忠诚最优秀的结晶，是抗战胜利的可靠力量和奠定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基石。”［21］信

中虽然对中国共产党多加称赞，并请中共对其进行指示和帮助，但这种指示和帮助是基于对中国

共产党抗战态度和抗战成绩的钦服，而并不是基于领导和隶属关系。青训班的统一战线政策，使

之与友军关系良好，也争取了更多的青年，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三、用先进性教育和塑造青年

青训班的学习条件始终是艰苦的，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青训班却一点点发展壮大，全国

各地乃至海外的青年不断涌向安吴堡，他们有的抛弃了本来舒适的物质生活，来到安吴堡一起

受难，不仅不沮丧，反而乐观有朝气。通过全体的努力，青训班最终培养出了一万两千多名有觉

悟、有文化、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和青年工作的干部。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原因是青训班在

政治和文化上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像磁石一样吸引着青年，将青年培养为先进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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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与时代强音同谱共振，朝气蓬勃。当时，在民族危亡的最紧要关头，青年们不甘心做

亡国奴，“他们对蒋介石消极抗战深恶痛绝，从共产党坚决抗战的主张和行动中看到了拯救民

族危亡的希望”［22］。他们为了抗日，纷纷奔向延安，加入青训班。据学员纪希晨回忆，1938 年 6
月，为了抗战，他从洛阳出发去延安。他挤过难民堆，冒险爬到火车顶上。因为日军轰炸，火车

只能晚上出发，且熄灭了灯火。一路上见到的多是凄苦的难民，远处冲天的火光是日军烧杀的

炮火。这一路上，他差点被抓壮丁，也遇到了无人照顾的国民党伤兵。他历经艰险到达西安，之

后幸运地到了安吴堡青训班。与颓丧、苦难、暴戾、死气沉沉的国统区相比，青训班充满热诚、朝
气和希望。据李公朴观察，“青训班的军事管理，表面看起来是很松懈的，然而在他们起居作息

的遵守时间动作迅速与团结一致看去，则又知道他们的纪律是非常的严格，不过他们的纪律是

确实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上”［23］。事实上，为了锤炼战斗意志、加强团队纪律，青训班同学在充分

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战时青年训练班规则概要》《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战时青年训练班同学

总会会章》《下乡工作大纲》等纪律和约定［24］。这些纪律规则，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经同学

讨论后，共同遵守、共同拥护”［25］的。据王唯真回忆，作为菲律宾的华侨女青年，她在报纸上得

知日军攻陷南京并进行了毫无人性的南京大屠杀后，毅然决定回国参战。她从马尼拉出发，先

到香港，然后经越南、贵州、重庆到达西安，之后到达安吴堡。在安吴堡，她感觉进入了一个全新

的世界。这里的政治空气异常清新，抗战气息非常浓厚。一清早，军号声、操练声和抗战歌声响

成一片。“这里没有悲观失望，有的是抗战必胜的信念; 这里没有官气，有的是干群平等上下一

心的关系; 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有的是团结友爱; 这里反对口是心非，强调言行一致。”［26］青训班

学员的朝气蓬勃来自于抗敌御侮的奋斗精神，来自于学习知识所带来的力量，也来自于纪律严

明、团结友爱的集体的熏染。
第二，平等民主，以青年为本。青训班的魅力来自于以青年为本、尊重青年的整体氛围。这

是一个青年的、民主的教育机关，青年学生是训练班的主人。“如果一个陌生的朋友来到青训

班，首先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 这里一切都是紧张活泼的，带着很浓厚的青年色彩; 这里一切都

是民主的，有着尽你自由呼吸的民主的空气。”［27］这里的教员并非名教授，但他们在各自领域都

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凭着为民族解放奋斗的热情，他们不敢辜负许多远道来学

的青年”［28］。教员的这种热情，反映到教学当中，表现为他们“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教学，实事求

是，不苟且，不敷衍，永远和学生一样”［29］。这里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都虚心谦和、关心青年。
工作人员多数是从毕业同学中选拔出来的，他们都是“活泼纯洁忠诚刻苦的青年”。无论干部

还是工作人员，他们的服装和一切待遇都不两样，人人都自愿做着从早到晚“两头黑”的工作。
在这里青年是主人，学生会对青训班的一切事务都有发言权和批评权，学生代表大会每月至少

召集一次，只要多数通过的意见，青训班就须竭力执行。因为同学们广泛地参与青训班事务，因

而更加感觉“训练班实在是属于同学自己”［30］。
第三，坚持党的领导，以模范行动引领青年。在青训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潜在的、根本

的。一方面，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何党派都不能将自身的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

之上，因此青训班并不会突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是秘而不宣的。对于像冯

文彬、胡乔木及其他各处、科的负责人，他们虽然并不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在群众看，他们

是共产党员则是不言而喻的”［31］。而对于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但是

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又是无处不在的。在入学阶段，大部分学员是通过民先队、中国共产党的组

织系统加入到青训班的; 在学习期间，各种制度和方法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和优势。青

训班设有教务处、生活指导处、总务处，其中生活指导处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对青年

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毕业以后，学员们大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而分赴各地，从事抗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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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工作。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模范行为为青年们树立起思想上的丰碑。据学员回忆，青

训班各部门都是在竭力地帮助青年成长，如总务处负责后勤工作，跑上跑下、跑内跑外，学员形

容总务处长石济时说他“屁股后面烧了一把火，不让他停息，要他日夜奔跑咧!”［32］青训班既是

学校又似部队，从领导到教师，在学员眼里都是神圣的、高尚的，都是党的化身。“他们与学员

同铺而睡，同席而坐，同锅而食，亲密无间。他们以党的优良传统和三大作风来培养、熏陶、影响

我们青年一代，处处以身示范，向我们传播党的思想路线、政策作风，扩大党的影响。”［33］

四、经验与启示

从安吴青训班吸引和塑造青年的历程可以看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扩大青年群众

基础是卓有成效的。总结这一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做好青年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
一是要高度重视青年，加强党的领导，举全社会之力关心青年。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

青年和青年工作。在抗战时期，中央成立了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任书记的中央青委，负责组

织和领导青年工作，大力加强对青年工作的组织领导。在今天，党的青年工作决不仅仅是共青

团、青联、学联等党的青年组织的责任，它应该成为全社会的责任。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 － 2025 年) 》，从青年思想道德、教育、健
康、婚恋、就业创业、文化、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

社会保障等十个方面对青年的发展作出规划。这对于青年的发展必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二是要倾听时代最强音，寻求最大公约数。抗战时期，整个社会的最强音无疑是同心勠力、

共赴抗战。安吴青训班就是因为高举抗战的旗帜，才能吸引和塑造如此多的优秀青年。今天，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剧烈的变革时期，青年的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尽管

社会上众声喧哗，但时代最强音始终是明确的，那就是同心协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

“中国梦”是近代以来无数国人孜孜以求的“富强”梦的具体体现，也是当代青年能够认同的最

大公约数。在带领青年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青年自然会汇聚到党的旗帜下。
三是教育青年和组织青年并重，促进青年社会化。抗战时期，青训班固然在教育和塑造青

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央

青委领导“西救会”等青年组织，动员和组织广大爱国青年。离开青训班之后，青年大多通过中

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奔赴前线，加入八路军和其他抗战友军。缺少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

青年只能是离散状态的火苗，无法形成燎原之势。当代中国，共青团、青联、学联等是党的青年

组织，联系着广大青少年。除此之外，青年当中还存在各种自组织。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要注意

发挥青年组织的作用，帮助青年参与到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大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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