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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与分化: 五四时期青年人生抉择及启示

■ 张治银
(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的青年以

天下为己任，勇于自我革命，尝试着组织起来干事，逐步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强大

力量，种种迹象昭示了中国青年的觉醒。然而，在五四后期，基于“主义”的多

样性、社会实践的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青年群体产生了剧烈的分化。一部分

向左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一部分向右转，背弃了人民的利益。五四时

期青年的人生抉择启示当代青年: 要坚持以党指引的方向为人生航向，坚持学

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唯有如此，当代青年才可能担当起民

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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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这一时期被学术界统称为五四时期。1919
年 5 月 4 日，一批爱国青年走上街头，唤醒民众，向封建势力和西方列强做了不妥协的斗争，揭

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序幕。正是从这层意义看，五四时期是中国青年觉醒的时期。然

而，在五四后期，中国青年出现了急剧的分化。有着不同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的青年作出了不

同的人生抉择，走出了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一、青年的觉醒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屡次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充分暴露了清政府

的腐败无能。1901 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诸国

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1］，标志着清政府已完全沦为西方列强侵略中

国的工具。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旧的生产关系维持不下去了，就必然要为更新的生产关系所

取代。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试图从技术和制度层面挽救中国的危局，但未能成功。于

是，革命的使命落到了五四时期青年的肩上。
1． 以天下为己任

五四时期的青年继承了历史上知识分子“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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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当旧式的改良和革命挽救不了中国危亡的时候，五四时期的青年毫不畏惧地扛起了反帝反

封建的大旗。一方面，从思想上与封建意识形态作彻底的斗争。五四时期的青年办刊物，做演

讲，反对封建的意识形态，开启了一场继辛亥革命之后范围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的思想解放

运动。另一方面，从行动上彻底地反对北洋政府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当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

传来，青年学生不甘做亡国奴，奋起走上街头，痛殴章宗祥，火烧曹汝霖住宅。青年学生的爱国

行动得到了工人的支持，北洋政府被迫罢免了卖国官员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并给巴黎和会

专使致电要求不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

第一次彻底胜利。
正是因为五四时期青年以天下为己任，个人的成败、得失、荣辱、安危就被摆到了无关紧

要的位置。五四时期的青年以“五不”闻名于世。(1) 不计较个人经济得失。1919 年 5 月 4
日游行的旗帜、标语等筹备费用主要来自青年学生的捐助。五四运动后期经费开支加大，青

年学生上街售卖国货，为运动向前发展提供了经费保障。(2) 不惜与家庭决裂。以五四运动

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例，“他们大多是官僚地主子弟，很多人上学一年要花千把

块银元”［2］，而像顾颉刚一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3］。
他们中间的多数人放弃了优渥的家庭条件投身爱国运动，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3) 不怕被

学校开除。5 月 19 日北京女师的学生听说参加救亡运动的学生被捕之后，掀翻了学校的校

门前往声援。在民族危亡面前，个人的学业和学籍都成了微不足道的事情。(4) 不怕坐牢。
五四运动临近第二阶段，北京学生带着被子上街演讲，做好了蹲监狱的准备。“如果军警来

捕就让他们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数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发讲演;如果再

发生同样的情形，第三天再加上一倍，直到北京二万五千多名学生和广大同情学生运动的市

民全数捕尽为止。”［4］
由于北京监狱装不下被捕的学生，当局只好把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

后来又把北大理科所在区域作为临时监狱。(5) 不怕牺牲。以自残和死的方式唤醒国人，是

近代以来青年运动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潮流。5 月 3 日晚北大学生会议中，谢绍敏当场撕下衣

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刘仁静当场拿出一把菜刀要自杀，被劝阻了
［5］。有

学者做过粗略统计，五四运动时期有郭光钦等 9 位青年因伤病殉国，11 位青年自杀殉国
［6］。

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青年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这正是五四时期的青年

胸怀天下的可贵精神之所在。
2． 勇于自我革命

五四时期的青年认为要挑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首先要不断地革新自我。毛泽东发起成立

的新民学会规定:为实现“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会员应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
不狎妓

［7］。恽代英则开列了早六点以前起床、刷牙、习体育一种以上、浴、未随地便溺涕唾、未说

谎、行善一事以上、无病等条目，以作互助社员及社员之友自我量化考核用;“凡照表做到者，每

日记一圈于表内，以一圈为一分，故十日能完全做到者为一百分”［8］。正如李大钊所说:“人生

惟一的蕲向，青年惟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

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

首之我。＇”［9］
五四时期的青年是自我革命的先锋。

为保持斗争的激情，五四时期的青年还创造了“五分钟”的热情一词并广为宣传。南京某

校散发传单“诸君五分钟的热度过了吗，如已过了，请再续五分钟可也”［10］。为保持斗争激情，

他们还编了“五分钟”歌谣:“劝同胞，齐把国家保，报仇雪耻全靠这一遭，切莫要凑热闹……学

时髦，怕的是五分钟一到，依旧是瓦解水消，倒不如缄口结舌的是好，何必自解嘲。”［11］
青年强调

要将五分钟化为五十分钟、五万分钟，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推动了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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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始尝试组织起来

学生组织日渐向全国扩展。一是组建“学生救国会”。1918 年 5 月，部分青年学生组建了

“学生救国会”。同年暑假，“学生救国会”派许德珩、易克嶷分别联络了天津、济南、武汉、九江、
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团体，拜会了各地社会名流，“学生救国会”几乎成了“全国性的学生团

体”［12］。二是组建学生联合会。1919 年 5 月 16 日，北大学生发起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

学生联合会”。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开会时被军警围困，许德珩、黄日葵翻墙出京，到上海联络

学生团体支援，推动了运动的发展。三是与工商界联合。上海学生“要求上海商界一致行动，

罢市响应”［13］。天津在学生的动员下组建了以绅、商、报、学、教(宗教) 五大单位为主的各界联

合会。成都工商界迫于学生的压力，组建商学联合会。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工人罢工迅速扩

展到全国 20 多个省、100 多个城市。五四运动自此“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

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14］。
组织架构日渐完善。五四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社团，大多建立了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

以国民杂志社为例，国民杂志社设评议部和干事部。评议部主要负责“议决及监察”。干事部

下设总务股、编辑股、调查股和会计股，主要负责具体执行
［15］。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

后，公推廖书仓为临时主席，下设总务、编辑、文牍、会计等“干事六人，经理一切事务，任期半

年”［16］。日趋完善的组织架构，为五四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宗旨日益向主义趋近。五四初期的社团组织宗旨，多以修炼个人品德和增进个人知识为

主，如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分甲乙丙三种会员，入会条件有不嫖、不赌、不纳妾、不作官、不当议

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等
［17］。国民社主张“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

国货”［18］。但到五四后期，主义的问题被提上社团组织的议事日程。毛泽东在 1920 年 11 月 25
日致罗章龙的书信中提到:“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

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

知所趋赴。”［19］
经历五四运动，爱国青年逐步意识到主义的重要性，并提倡将主义作为社团的宗

旨，这正是五四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
4． 逐步意识到人民群众强大的力量

五四时期的青年服务人民群众的主要方式是宣传和教育。其一是组织宣讲团。1919 年 3
月北京大学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每月定期演讲 4 次，遇重大事件或节日举行

不定期演讲。讲演团首场演讲在东便门内蟠桃宫举行，分设“平民教育讲演之意义”、“家庭制

度”、“勤劳与知识”、“人生之要素”等 38 个讲题
［20］。讲演团还议决了乡村讲演八项办法，分长

辛店、丰台、通县等讲演组分头进行演讲，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其二是办补习学校。五

四后期，邓中夏等青年学生在长辛店机车厂附近筹建了劳动补习学校，白天给工人子弟上课，晚

上给工人上课。先教授“作工、劳动”等基本知识，再讲工人苦难来源于有钱人的剥削和帝国主

义的侵略，再用一张纸与一叠纸、一个木棍与一束木棍的故事讲团结的道理
［21］。工人不但学到

了文化知识，还掌握了摆脱苦难的方法。青年服务群众的行动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

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组织准备。
青年学生原本是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但五四时期的青年从书斋里走出来，到人民群众中去，

逐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问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

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22］
青年学生身处人

民群众之中，受群众的鼓舞，愈发愿意深入人民群众中做鼓动和服务工作，并在思想感情上发生

了彻底的变化。五四运动扩展到湖北后，林育南放假回家不再雇佣人，行李也是自己背了。他

曾对张浩说:“我们这些人靠着父亲赚些黑心钱来念书，吃好的喝好的，过寄生虫的生活，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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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下等人呢! 你们做工，从小处说是自食其力，从大处说，社会就非有你们不可，你们才真

正是上等人呢!”［23］
青年与群众打成一片，自然情感上就发生了大的变化。

二、青年的分化

五四时期是青年觉醒的时期，也是青年思想急剧分化的时期。五四运动中结成的爱国统一

战线在五四后期很快分化了。一部分向左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揭开了

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新篇章。一部分向右转，选择了资本主义和其他种种“主义”救国的方案，

甚至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1． 一部分青年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救国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十月革命之后短短一年多

时间里，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和《新纪元》，率

先扛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1919 年 4 月，陈独秀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宣称:“十八世

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

史家，都要把他们当着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24］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曾

有着复杂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化。1919 年陈独秀被捕、出狱之后，在前往天津的

途中即开始与李大钊酝酿在上海和北京建立党组织的事宜。此后，他们创办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到工人中发展会员;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马克思主义刊物，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团结在他

们周围的一大批青年到工厂、农村去服务群众，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
2． 一部分青年选择以资本主义和其他种种“主义”救国

五四时期，除马克思主义外，社会上有种种思潮影响着广大青年，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
一是无政府主义。以刘师培、李石曾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不要家

庭，甚至连自己的姓氏都取消了。基于当时青年对西方列强和北洋政府的仇恨，无政府主义者

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军队、警察、政府、监狱、法庭等国家机器，鼓吹绝对的自由，对当时的青年具

有很大的蛊惑性。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张思想文化上的改良

和革新。1920 年 9 月，胡适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中说:“一切政治上鼓吹和设施、制度

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由成年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代人( 学生时代之男女)，应该有安心求

学的权利”，“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注重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

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25］
在胡适等人的影响下，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等

人赴美国留学
［26］，选择了资本主义和其他种种“主义”救国的方案。

三、青年分化的原因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思想大启蒙、大解放的时期。这种由青

年倡导的大变革势必会改变和影响青年的人生道路。青年原本处在人生不断选择、不断变化的

特殊阶段。五四时期的青年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走到一起来，又在

反对共同的敌人的过程中发生分化，这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1．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主义”的多样性

五四时期，三民主义、实验主义、资本主义、安琪那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种

种“主义”在中国广泛流行，这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性质决定的。一是西方在对中

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必然要在中国推销西方的文化，以持续保持他们掠夺者的地位。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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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瓒泰绘制的《时局图》揭示了俄、英、法、美、日、德等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惨状。西方列强盘

踞中国各地，导致西方不同文化在中国不同地域之间的冲突。西方单一国家的势力不足以吞并

中国，便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这又导致出现西方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相结合的怪胎。二是封建

意识形态的延续。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被推翻了，但封建统治在广大乡村依然延续着，封建意

识形态依然在中国延续着。当从西方舶来的思想在中国碰壁的时候，部分知识分子便会到传统

中去寻找思想依据，导致复古主义的沉渣泛起。三是留学人员的传播。晚清政府为挽救危局，

曾派学生赴美国、日本、欧洲留学。这些留学生将了解到的西方思想纷纷介绍传入中国，试图用

西方的思想来救中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人间天

堂，再次陷入迷茫。四是十月革命的启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27］
俄国的巨大成功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转而向俄国学习。现实的环境导致“主

义”的多样性，加大了青年选择的难度。尤其是到五四后期马克思主义才得到广泛传播，青年

群体的分化就在所难免了。
2． 不同的社会实践催生不同的思想观念

五四时期的青年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必然导致他们的思想观念千

差万别。一方面，不同的人际交往使然。在北京学习和开展“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与陈独

秀、李大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是这样回忆陈独秀的:“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

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28］
而对李大钊，毛泽东则说:“在

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

还不知道在哪儿呢!”［29］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0］
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而同一

时期的部分青年，却因接触人物不同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另一方面，不同的活动经历使然。
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征集志愿人员，但大多数会员“认为学生去做工

运工作无‘出息＇，无前途，于己有损，于事无益”［31］。而这一时期的工人与学生也存在不少隔

阂。许多贫苦工人认为“大学生是金枝玉叶，将来为官做宦，是统治工人的候补者，工人的事还

是让工人自己管，莫让学生们插手为好。”为此，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学生生活工人化”，在学

生中开展革命人生观辩论，组织学生深入工人生活，“召开工学座谈会，讨论工学联合、工人团

结等问题”，“使工人感到学生不是外人，而尤其重要的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多多向工人解释，对

于工人心中的疑难问题耐心分析，使双方观点渐趋一致。”［32］
经历密切接触群众、学习如何做群

众工作的青年，自然亲近人民群众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而那些一心向着书斋里求学问的青

年，因为远离了人民群众，自然是很难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了。
3． 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了不同的人生选择

五四后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那批青年，他们的认识是符合实践的。以毛泽东为例，

毛泽东原本“思想还是混乱的”，“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33］，也曾经和彭璜、张文亮几个

人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互助工读团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

同吃，有衣同穿”［34］。经过亲身实践，毛泽东察觉了工读团生活的弊端，很快放弃了这种新村式

的改良主义，转而走上革命的道路。他认为当时中国的钱、人和机关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用

教育的方法来实现救亡，“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

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

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35］
因此，实现救亡的途径只能是“恐怖的方法”———以革命的

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
而这一时期，在一部分青年的思维中，认识与实践是分裂的。瞿秋白曾说:“我们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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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

克思主义者。”然而，现在戴季陶、胡汉民“早已公开的抛弃唯物史观……这难道是偶然的?”［36］

戴季陶从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到后来成为国民党内“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

根源在于他“在理智上接受阶级斗争并致力于唤醒劳工阶级觉悟，但他感情上惧怕阶级斗争的

‘惨烈＇后果，他始终是一个心物二元论者”［37］。也即是说，在戴季陶那里，他认识到了真理，却

并不打算去做;认识与实践不一致，将他带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正是五四时期青年在对待认识

与实践的关系等思想方法上的差异，导致了青年人生抉择的分化。

四、当代启示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标志着五四时

期青年肩负的救亡任务业已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青年是否可以放弃努

力、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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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

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38］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只是万里长征

走完了第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还需

要广大青年为之继续奋斗。
1． 坚持以党指引的方向为人生航向

青年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正如五四时期进步青年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引

导下才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当代青年也需要领路人。一方面要自觉将党的初心作为自己的

初心。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放弃优渥的物质条件，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投身救亡事业，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党的初心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党的事业需要青年一代来传承，党的初心就是青年一代的初心。青年要自觉以民族复兴和

人民幸福为己任，多为社会作贡献，才可能创造有价值的人生。另一方面要掌握担当时代使命

的本领。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追随李大钊、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

工厂和农村，服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辟了历史伟业。当代青年肩负民族复兴和人民幸

福的历史重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青年都更需要先进组织的

引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推

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当代青年只有追随中国

共产党人的脚步，才不会迷失人生的方向。
2． 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坚持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五四时期青年的人生抉择启示我们:出彩的人生应有正确的

理论为指导。首先，当代青年应明白为什么要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

来，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面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集中体现于马克思主义的

原著原文。毛泽东正是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之后，才建立起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
［39］。读原著原文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先决条件。其次，当代青年要明白马克思

主义是干什么的。马克思指出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列宁讲要为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服务，毛

泽东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

场的描述。读原著原文，就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群众的理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可能创

造历史伟业。最后，要明白怎样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蕴含于原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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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中。读原著原文，就是学习唯物辩证法，培养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
线思维能力的过程，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过程。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正是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

众的伟大力量，才开始去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读了原著原文，会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并

不代表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表现在能够运用。一方面，当代青年要善于

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实际中去，将马克思主义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用马克思

主义去号召群众，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的困难，依靠群众力量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依靠群众力量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剔除糟粕，实现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从中国的立场出发看待西方经验，

合理吸收借鉴西方经验中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当代青年要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将马克

思主义运用于实践的过程中，会产生若干的感性认识。当代青年要善于对实践中积累的感性认

识进行总结和提炼，使之上升为理性认识，不断将理性认识放到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去检验。如

此不断地反复，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准确认识，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思维能力的提升。唯有

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青年才可能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作出正确的抉择。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深入群众。五四运动之所以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是因为五四时期的青年深入田

间地头，与群众建立了深刻的联系。受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制约，人的发展越来越局限于相

对狭小的圈子。但常年固步于书斋、校园、实验室、办公室，是否能真正掌握理论? 是否能生产

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理论和产品? 当代青年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要从书

斋、校园、实验室、办公室走出来，到人民群众中去，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在理论与人民

群众轰轰烈烈的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服务群众。五四时期青年的人生抉择启示我们:青年只有服务人民群众，才可能得到群众

的认可。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其一，需要调查了解群众的需求。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丰富多样的。当代青年需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把握群

众需求的主流。其二，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需求。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作为即将从这一代人手中接过接力棒的青年，也需要趁着年轻，学会如何接过服务人民群

众的接力棒，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其三，要竭尽全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青年要掌握沟通的

技巧，善于让群众接纳自己。当群众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青年要善于向群众作解释工作，争

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依靠群众。五四时期青年的人生抉择启示我们:青年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可能创造丰功

伟绩。依靠人民群众，表现在善于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
活实际创造性结合起来，使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人民群

众能够自觉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化作行动指南。依靠人民群众，表现在关键的

时候总有群众挺身而出，愿意让青年依靠。当青年遇到困难，有群众出手相助。当青年有了苦

闷，有群众给他疏导。当青年需要发动群众，身处群众之中的青年总是能一呼百应。
培养感情。五四时期青年的人生抉择启示我们:衡量一个青年是否拥有有价值的人生，关

键在于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1)是否能讲群众的语言。一个青年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不会，

无法与群众交流，自然也是不可能对群众有感情的。毛泽东曾批评这类人:“有些天天喊大众

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

众化。”［40］(2)是否熟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群众熟悉什么，喜欢什么，青年就要善于运用群

众熟悉和喜欢的形式去与群众交流。尤其是信息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人与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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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距离。立志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青年，更要善于掌握网络技术，利用网络与群众

交流。(3)是否有真正服务群众的行动。真正服务群众，既表现在严格要求自己、不损害群众

的利益，又表现在善于带给群众实在的利益。没有真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是不可能得到群

众的理解和信任的，也不可能对群众产生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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