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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入新的历史转型期。五四运动产生于救亡图存的重要历

史转型期，新时代重新激活“五四”话语意义重大。调查结果显示，当代青年学

生能理性分析五四运动，关注时代与青年的关系，对“五四”的认识呈现出多样

性和时代性等特征。与此同时，当代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的认知随着时代变迁

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变化，且发生变化的原因呈现多重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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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大学生是五四运动的先锋力量。当代青年学生对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

的五四运动的认知和评价，不仅是对“五四”话语的重启和激活，也是他们继承五四精神、传承

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命题。

一、问题的提出与调查的基本情况

五四运动作为 20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转型的重要时间节点和思想轴心，对中国近代社会思

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新时代如何重启和激活“五四”话语，在社会变革和转型的背

景下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学生用何种话语认识和评价五四运动的性质、精神及影响，是值得深

入探究的话题。它不仅关乎五四精神的继承，而且从青年社会化和历史观的视角来看，也是近

现代中国史上一个事关青年、青年运动的重要政治、文化话题。
我们在中国知网上以“青年”和“五四运动”为主题进行搜索，得到 1 350 条搜索结果; 以

“对‘五四’的认识”为主题进行搜索，共有 133 条搜索结果，而以“青年”和“对‘五四’的认识”
为主题进行搜索，得到 87 条搜索结果，而且大部分研究以理论阐释为主，定性及定量的研究较

为匮乏，其中极少涉及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的认知与评价的相关文献。唯一一篇关于定量研究

论文是刘东、刘卫兵等人的《从对五四运动的认知误区看人文教育的必要性———以对北京市部

分青年的调查为例》，该论文以北京市部分青年党员、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为对象进行了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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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一些人对五四运动的认知状况、价值取向等存在着认同危机和认知误区，甚至可以

说是对五四运动历史的无知和对五四精神的漠视”［1］。在以“对‘五四’的认识”为主题的研究

中，研究对象大多数以个体为主，如研究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思

想家对“五四”认识的阐述，研究沈从文、梁漱溟、余英时、殷海光、杜威等学者对“五四”认识的

分析。研究群体对“五四”认识的文章较少，而且大多集中于精英和流派群体，如研究中共领导

人、学衡派、日本人对“五四”认识的探究等，而对大众群体的研究几乎没有。从历史观的角度

看，学界在长达百年的进程中对五四运动的阐释、认识及评价主要生成了三大话语体系，即“以

胡适、殷海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 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 以

《学衡》《甲寅》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流派的五四话语”［2］。有学者据此总结了三种相应

的“五四”观，即“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保守的民族主义

者和传统派的批判———中国的一场灾难; 共产党的解释———在列宁的号召下开展的一场反帝反

封建运动”［3］。
重大历史事件是构成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节点。人们认识历史、反思历史、需要以各自的

历史观来观察分析历史进程，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青年在历史的复杂脉络中不忘本来、筑牢根

基、保持辩证、面向未来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为考察当代青年学生对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
的认知，并分析形成这种认知的原因，我们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围绕当代青年学

生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认识与评价、获得五四运动相关知识的途径以及如何对当代青年学

生进行历史观教育等问题，设计问卷及访谈提纲。对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在读青

年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330 份，收回 325 份，回收率为 98%。其中有效问卷 325
份，有效率为 100%。调查对象中男性 112 人，女性 213 人; 年龄在 18 － 38 岁之间，平均年龄

23． 5 岁; 本科生 171 人，硕士生 94 人，博士生 60 人; 文科 250 人，理科 49 人，工科 26 人。与此

同时，对 4 个省份的 14 名在读青年学生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对象中男性 10 人，女性 4 人; 年

龄在 19 － 31 岁之间，平均年龄 23． 4 岁; 本科生 4 人，硕士生 5 人，博士生 5 人; 同时从学科属性

兼顾了文科、理科及工科①。通过本次问卷调查，我们有多方面的重要发现。

二、结果与分析

( 一) 当代青年学生理性认识五四运动，关注时代与青年关系

五四运动作为历史事件和历史活动，是当代青年学生历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调

查资料的分析发现，当代中国的青年学生对于“五四”的认知不仅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而且更

加客观、全面，虽然对于五四精神有着不同的理解，但都特别关注时代与青年之间的关系。
1． 当代青年学生对“五四”的认识呈现多样化特征

一是当代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的认知呈现出多个角度，但基础认知相对集中、明确且客观。
我们将问卷和访谈中提及的五四运动关键词进行分类，从五四运动参与的主体角度呈现的关键

词有“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阶级”，其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选择了“青年学生”和“青年”; 从

五四精神的角度呈现出的关键词有“爱国”“民主”“变革”“热情”“自由”“反抗”，其中“爱国”
出现的频次最高; 从作为一场“运动”定位的角度，关键词有“爱国运动”、“爱国主义运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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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1，男，23 岁，工科本科生; A2，男，21 岁，文科本科生; A3，女，22 岁，文科本科生; A4，男，19 岁，理科本科生; B1，男，25 岁，
文科硕士生; B2，女，24 岁，文科硕士生; B3，男，24 岁，工科硕士生; B4，女，26 岁，文科硕士生; B5，男，25 岁，工科硕士生;
C1，男，31 岁，文科博士生; C2，男，28 岁，文科博士生; C3，男，25 岁，理科博士生; C4，女，29 岁，文科博士生; C5，男，29 岁，文
科博士生。



动”、“工人运动”、“激情的学生运动”、“学生运动”，其中“爱国运动”频次较高; 从五四运动影

响力角度，关键词有“反帝反封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民主主义”“觉醒”，选项的比例差

不多。此外，还有呈现五四运动背景的“青岛”“巴黎和会”“不平等条约”等关键词，反映五四运

动源起地的“北京大学”和“北京”，以及“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物关键词。选择结果表明，尽

管受访的青年学生( 以下简称“受访者”) 对五四运动的认知不尽相同，但在对于五四运动的基

本定位上仍然有较高的一致性。
二是受访者从政治、文化和青年等多个角度来认识和评价五四运动( 见表 1) 。从政治角度，

分别有 53． 54%、27． 69%的样本( 即填写有效问卷的 325 名青年学生) 选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背

景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和“一场爱国主义运动”来形容五四运动。受访者盛赞“五四”所

展示出的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认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一般有这

样强烈的爱国情怀”( C3) ，“他们不以个人命运为先导，而是以国家命运为重，不是为了一个朝廷

的命运，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觉醒”( B1) 。从思想文化角度，有 7． 08%的样本选择用“一场新文化

运动”来形容五四运动，很多受访者直接将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缩影，在他们看来，新文化

运动就是以五四运动作为时代背景的，是五四运动让科学、民主的救国之路得到了广泛且深入的

传播。很多人还提到，五四运动是思想上的解放，也为进步青年奠定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正如 C2 说:“五四运动在思潮上转向了更活跃更新颖的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西方

的民主自由思想。”不少人还从青年运动的视角分析五四运动，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青年作

为参与主体的第一次全面亮相。调查中有 11． 69%的样本选用“一场青年运动”来形容五四运动，

受访者也大都认为，五四运动“确实是青年人爱国而发起的”( A1) ，“提到五四运动首先会想到的

是青年……在青年学生的带领下，才有了后来工人、知识分子等其他群体的加入，也由此开始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 C4) 。还有受访者认为“五四”这样的大的标志时代的历史事件，同时是青年成长

的平台。C1 认为，“五四”“培养了青年，培养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使那个时代青年逐步走向了时代

的前列，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表 1 对“五四”的认识角度

选 项 人 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74 53． 54 53． 54
一场爱国主义运动 90 27． 69 81． 23
一场青年运动 38 11． 69 100
一场新文化运动 23 7． 08 88． 31
其他 0 0 100

2． 客观分析青年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

研究发现，受访者对于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些口号———“废除 21 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打倒卖国贼”等仍然十分熟悉，并且印象深刻。他们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特别关注

并客观分析青年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一方面，分别有 84． 31% 和 42． 15% 的样本认为青年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和

“主体作用”。访谈中 A4 认为，五四运动“在中国‘站起来’的阶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C4
则认为“他们带领中国打开了新的大门，包括否定以前的腐朽文化，走向一个全新的社会”。而

形成青年群体这种先锋和主体作用的根本原因是青年的特点和青年文化的特别价值，他们认为

青年群体尤其是青年学生，有知识、有思想，思维更加活跃，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因而具有更多的

创造力，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能够“起到一个引领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方面”( C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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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受访者也能够认识到，五四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青年又是较为冲动的

群体，第一次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不免会出现一些不理性的行为。近 10%的样本认为，青年在五

四运动中存在“非理性引发的偏离作用”。受访者认为，个别青年打着爱国的旗号进行打砸抢烧，

可以说毫不理性，也违背人性，表达了明确的批判意见，如 A1 表示，“从人本主义角度来看是缺乏

理性思考的暴力行为”。B1、C1 表示，“要强调一种正向的、理性的青年爱国力量，而不是非理性的

复古反叛”。更有受访者反思其后的历史事件的阐述与教育，认为我们在有些问题上并不能全面、
客观地还原历史事实，“由此而来的‘虚假认知’难免阻碍青年历史观的发展”( B1) 。

有的受访者从更深的层面谈到了要重视青年群体社会性行为，特别是群体性政治参与问

题。在他们看来，五四运动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毫无疑问让全社会看到了青年的力量，但是实

际上，社会对于五四运动中的广大青年的作为和思想却研究很少，认识不多。我们不否认五四

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等杰出人物的关键性作用，但是更应该关注广泛的参与主体———青年学

生。“五四运动更多的是民族的觉醒，接受教育的青年站在历史舞台上，自下而上的发起了五

四运动，这是与之前最不同的”( B1 ) 。在一些人看来，五四运动“昭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我

们……应该看到运动本身是由学生发起的，更应该注重学生本身”( B1) 。受访者普遍认为，“五

四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是一种精神符号，是新时代青年所不可或缺的”( A4，C2，A2) 。不少受

访者认为，新时代青年心目中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标志性词语———“爱国”，并非仅是一个政治

意涵，而是一种心系祖国的情怀，一种为中国之崛起而努力拼搏的自我意识。不少受访者特别

提到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例如 C3 表示，当时的“青年学生有相

当深的爱国情怀”，A4 则评价说:“他们对国家和社会有自己的激情和认识，渴望去改变。”还有

受访者进一步分析了五四运动后，青年群体并未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更突出、清晰的作用，有

时甚至为落后反动势力所利诱，关键的原因就是青年学生自身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社会对青

年缺乏正向的引导。五四运动展示了青年在历史进程中的能量，但也揭示了青年群体的先天性

不足。就此，一些受访者还分析到新时代应该特别重视青年学生的力量，尤其要重视在复杂的当

代社会，在国内外激烈社会变迁中给予青年学生正确的引导。这不仅关乎文化的传承或者断裂，

而且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C1 的话就代表了这种思考和危机感，“现在我们国家更加统一繁

荣，对青年要有一个新的认识，对青年运动要有一个合理的引导，避免失序而危及社会安全”。
3． 关注时代与青年关系，重视当代青年学生对于五四精神的传承

受访者普遍认为，五四运动是时代与人物共同造就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此，当代青

年学生更应该注重青年群体与时代发展的关系，更应该强调青年人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大

部分受访者认为，当代青年仍需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见表 2) ，并有 96%的受访者认为，应与时

俱进，在新时代赋予五四精神新的内涵。
表 2 当代青年是否还需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选 项 人 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五四精神有利于激发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感和家国情怀，非常必要

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223 68． 62 68． 62

五四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新的内涵，传承五四精神是较为必

要的
91 28． 0 96． 62

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的必要性一般 7 2． 15 98． 77

新时代应该弘扬新的精神品质，传承五四精神的必要性不大 3 0． 92 99． 69

五四精神属于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情境，已经成为过去时 1 0． 3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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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不止一个人谈到“家国情怀”的意蕴( A3，B5，C1，C3) ，“在新时代的发展中，青年

是时代的新人，时代的发展也需要青年的努力”( C1) ，认为作为当代的青年学生，应该从历史事

件中体会到自身的定位以及时代的需要，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或者体现

在口号中，要身体力行，成为新时代的“开荒者”，要“心怀祖国，努力向前辈们致敬和看齐”
( B5) 。有人还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要勇做走在时代前面的奋进者、开拓者、
奉献者，努力使自己成为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材，为实现中国梦奉献智慧和力量”［4］，

“广大青年要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希望”［5］。可以看出，

当代青年学生对于“五四”中青年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传承五四精神等问题特别重视，无论从时

代发展角度，还是从青年一代成长角度，这一点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二) 对五四运动的认知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着积极、深刻的变化

当代青年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承担着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任，现实与使

命对于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于青年一代的政治引领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此，我们专门在问卷和访谈提纲中设计了一定数量的题目考察分析受访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

的认识与评价是怎样形成的? 随着时代变迁，这种认识和评价有什么样的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变化? 分析受访者的体验，我们发现，青年学生对于五四运动的认知正在从严格背诵教

科书向自由思考、实践探索转变。问卷调查中，96． 3%的人“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评价有一个变

化的过程”( 见表 3) 。“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作为一种认识，它是有变化的，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

代史，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评价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一个新的透视”( C1) 。
表 3 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评价是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选 项 人 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是。认可五四运动评价总基调的前提下进行了进一步反思 146 44． 92 44． 92
是。了解到了更多细节 70 21． 54 66． 46
是。评价的视角有一定变化，更关注青年群体在其中的作用 59 18． 15 84． 61
是。不再只关注其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注重其对新时代的

影响和启示
38 11． 69 96． 30

否 12 3． 70 100

1． 在认可五四运动评价总基调的前提下进一步反思

44． 92%的样本在“认可五四运动评价总基调的前提下进行了进一步反思”。受访者 C4 认

为，“总体的正向评价这个基调没有变，只不过侧重点有变化”。随着传统文化的逐渐式微以及

文化复兴和文化强国建设需求之间矛盾的凸显，这种反思特别体现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
C1 表示，“发生的变化就是对五四运动由全部的肯定，到对五四运动之中的个别激进行为有了

更多的反思……从文化断裂的层面来看，五四运动对文化的伤害很大”。有受访者还从中反思

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从现实社会人们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的角度，分析传承传统

文化的重要性，表示“社会转型时期，当人们找不到信仰价值观的时候……希望弘扬古代优秀

的文化”，这“是我们国力的提升的一种表现，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西方思想那么膜拜”。“要

有一定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这些是五四运动时期，那些号称要废除一切传统文化的人所看

不到的”( C5) 。受访者还从国家民主建设的快速推进，反思作为群众运动的“五四”: “在新时

代要保证群众运动的有序化，保证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C1)

2． 对五四运动细节的认知不断深入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网络信息的不断开放，当代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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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和细节的认识不断深入。不少受访者表示，对于五四运动以及其他历史事件的了解，大部

分学生已经不再满足于教科书的“说教”，而是通过更多的资料去深入了解和认识五四运动。
随着学术的开放和活跃，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更加丰富的史料给了青年学生更多的思考分析的空

间，也有了多元化的分析视角，再对比原来的教科书，“就会很明显发现五四运动有着经济、政
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对于当时的各种力量就会产生一种全面的判断”( B1) 。

当代青年学生在对五四运动的认知与教科书中观点相契合的基础上，对一些细节性问题有

了更深刻的了解和思考。有 21． 54% 的样本表示，这使他们“了解到了更多五四运动的细节”。
如认为“让我加深了对于中国革命曲折性的了解”( A4) ;“本质上不改变大的评价，只是细节上

更丰富一点，更明朗”( C2) ; 还有受访者认为这种深入学习到的细节是“教科书中所没有的，是

在课堂上学不到的”，“需要自己的学习和观察”( C5) 。
3． 结合新时代新背景新问题探寻五四运动的时代启示

问卷调查中，11． 69%的样本选择“不再只关注其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注重其对新时

代的影响和启示”以及借鉴意义。不少受访者认为，今天的学子纪念思考“五四”需要清醒地感

受到，内忧外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不管什么时期都不能放松警惕。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西方霸权主义千方百计扼制中国经济发展，科技、商贸之战愈演愈烈，青年一代必

须居安思危。B3 说:“如今我们国家已经成为强国，不再受人欺负，而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将五

四运动的精神用在国家建设中去，实现民族复兴。”一些人还从根本目标的角度来论证，如 C1
谈到，“五四运动所追求的和无数仁人志士所探索的，也就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新时代就是实现这个梦想的时代”。

( 三) 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评价发生变化的原因具有多重化特征

关于当代青年大学生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评价发生变化的原因，受访者分别选择了“自身

学习的深入”、“社会的发展和时代背景的变迁”、“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影响”、“个人实践经历”
等因素( 见表 4) 。

表 4 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评价发生变化的原因( 多选)

选 项 人 次 百分比

自身学习的深入 236 72． 62

社会的发展和时代背景的变迁 175 53． 85

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影响 142 43． 69

个人实践经历 72 22． 15

其他 2 0． 62

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背景的变迁角度来看，C1 认为，“这种对文化和社会的反思主要基于

当下现实，一个是传统文化的式微，另一个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国家需要”。从个人实践经

历来说，C4 表示，“通过担任学校本科生公共政治课助教，接触了一批思想比较活跃的青年大学

生，开始关注青年这个群体”; C3 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青年，想通过自己的一些想法去做一些

回馈社会的事情，比如做一些公益活动”。从网络等大众传媒角度来看，与教科书中对于历史

事件的评论比较中规中矩不同，网络信息与教科书上的内容或相似或截然相反，更易激起青年

的好奇心，他们对那些“没有见过的历史”反而更加感兴趣。这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让青年客观

评价历史事件，但也会由于缺乏正向的引导，将青年引入歧途。
当代青年学生获得五四运动相关知识途径的多样性，不断促进他们“自身学习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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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评价发生变化的原因，和新时代背景下青年学生获得五四运

动相关知识的途径日益丰富多样密不可分。
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让当代青年学生有了多元的认识途径，从五四运动相关信息获取途径

来看，95． 69%的样本选择了“学校( 课堂、老师、教材、讲座) ”这一途径( 见表 5) ，访谈中每一位

对象也都谈到了“学校”“老师”或“课程”这一主要途径。“主要是通过学校吧”( A4) ;“最先的

了解是初中高中历史课上集中学习”( C2) 。“网络”成为受访者获取相关信息的第二大渠道，

53． 23%的样本通过该途径获得五四运动相关知识，“期刊、电子书等文字资料和影视剧等影视

资料主要以互联网为工具获得”( C1) 。还有较大比例受访者通过“课外书”这一自我教育途径

获取五四运动的相关资料，问卷中这一占比为 47． 08%，“我会从一些书里面对五四运动有了

解”( C3) ;“但是真正要仔细去了解，我觉得还是从一些其他的书了解到的，比如前段时间看的

《1949 年后的大师们》”( C5) 。此外还有 25． 23% 的受访者在“实践活动”中获得五四运动相关

知识，“我觉得我们那个小组作业对我形成对五四运动的整体认识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做

了一个展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时期的视频……了解了和五四运动相关的很多知识”( A4) 。
通过家庭获得相关知识的受访者较少，仅有 29 人。“家庭的影响比较少，几乎就没有”( A1) 。

表 5 获得五四运动相关知识的途径( 多选)

选 项 人 次 百分比

学校( 课堂、老师、教材、讲座) 311 95． 69
网络 173 53． 23
课外书 153 47． 08
实践活动 82 25． 23
家庭 29 8． 92
其他 5 1． 54

关于何种途径对受访者形成对五四运动的整体认识影响最大，受访者的回答存在一定的差

异性。有的受访者认为老师的影响较大，“老师对形成对五四运动的整体认识影响较大”( B3) 。
有的认为书本对自己的整体认知影响较大，“历史书，广泛的阅读对于形成整体、全面的认识有

较大的帮助”( B1) 。有的认为网络的影响较大，“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网络和电视”( C3) 。特

别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不少受访者认为，线下实践活动的影响较大，自身的不断思考自省是提高

认识的重要途径。如 A3 说:“去五四红楼也就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进行参观，对我的影响

较大。”还有受访者表示，和一批良师益友进行交谈，在不同思维的碰撞之下会对历史事件产生

进一步的认识，“私底下的这种和同学、朋友间的交流”影响较大。

三、结论与讨论

调查发现，当代青年学生能够理性分析五四运动，对“五四”的认识呈现多样化特征，能够

客观分析青年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并能关注时代与青年的关系。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时代

的发展以及了解五四运动途径的日益丰富等多重原因，当代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的认知随着时

代发生着积极的、深刻的变化，一是在认可五四运动评价总基调的前提下进一步反思，二是对五

四运动细节的认识不断深入，三是能够居安思危，从青年自身出发，结合新时代新背景新问题探

寻五四运动的时代启示。这些变化呈现出当代青年学生积极的进取精神和良好的反思精神。
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集中在“人”“和”“礼”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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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概念上，其中“和”与“礼”又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关键认知和价值理念。“礼”的基础和

前提是“序”，“天地君亲师”是传统社会下中国人必须置于个人之上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所

以在“五四”之前几千年的中国社会里，青年从来都不是决定和影响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美

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人类文化传递有三种模式: 后辈向前辈学习的前喻文化、
几代人共同学习的同喻文化和上辈人向下辈人学习的后喻文化［6］，她据此所提出的关于青年文

化的思想在青年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很显然，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前喻文化模式。五

四运动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无论是“五四”前世界先进思想，特别是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研究、传播; 以及运动中的宣传鼓动，冲上街头; 还是运动后进一步扩大

“五四”影响、持续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青年都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展现出青年群

体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的独特作用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五四运动中既有先锋和精英，如李大

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引导，也有一大批普通青年学生的广泛参与，他们共同掀起了

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是一次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也是青年在社会参与方面的

一次跨越时代的突破。调查发现，当代青年学生不仅能够从政治、文化等视角分析五四运动的

意义和影响，而且能够从青年主体的视角出发，客观分析青年群体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并

能结合时代发展明确新时代青年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从了解五四运动的途径来看，学校教育是受访者获得五四运动相关知识的首要途径，但受

访者也谈到历史教科书和支撑材料的丰富生动性有限，课堂氛围的活跃度、互动性有待加强。
因此，在学校教育中要丰富教材的内容，充分运用自媒体等手段与学生分享五四运动相关影像

资料，重视学生主动性的发挥、增强师生互动。此外，有的受访者特别强调学校或者学生自发组

织的实践活动对其了解“五四”运动的重大作用。为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校可以鼓励和

组织学生通过参观与五四运动相关的教育基地等方式，加深当代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的认知和

了解，并在现实生活中积极践行五四精神，为新时代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网络”成为学

校教育之外受访者了解五四运动的第二大渠道，但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重视和发挥网

络作用的同时，也要加强网络管理和互联网治理，遏制网络上错误的“五四”观和不正确的五四

运动内容的传播，并针对错误的宣传材料进行整改。相较于其他途径来说，通过家庭了解“五

四”的人较少，体现出家庭教育中相关历史教育的不足。可见，家庭的教育功能还有待进一步

挖掘，从而形成对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有益补充。
考虑到当代青年学生的素质以及学历的整体提高，同时考虑到“五四”历史事件本身所具

有的深刻性，本次调查主要以大学生为主; 要想得到更加客观的结论，对于社会中普通青年的

“五四”认知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分析，这也是本研究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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