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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党的青年动员工作实践及启示
■ 赵海燕
（ 长春师范大学 团委，吉林 长春 130032）

【摘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青年动员工作置于重要的位置 。 抗

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建立青年组
织、举办青年训练班，对青年进行宣传教育，关心、改善青年生活，动员青年参加
政治生活。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动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建构了价值认同，
坚定了政治信仰，集聚了革命力量，存续了革命热忱，培养了后备人才，促进了
社会进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动员的成功实践对于当今青年工
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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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必须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
［1］
青年，用极大力量做好青年工作，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青年动员工
作，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青年动员工作置于重要的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方
式动员、组织青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实践，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当代党的青年动员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一、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的路径
1. 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
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动员青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 为了保证青年动员工作的顺利
开展，中国共产党制定、颁布了大量的政策与法规。为了指导战区青年工作，使青年工作沿着正
确的方向发展，1940 年，中共中央书记处颁布了《中央关于加强战区青年工作的指示 》，对华北
及战区青年工作提出了四项中心任务： “建立青年武装及半武装组织 （ 不脱离生产的和半脱离
生产的） ； 加强青年中的文化政治教育，并协助党政机关开展国民教育及文化运动； 改进青年生
［2］

活，提高青年社会地位； 积极参加瓦解敌伪军的工作。” 中共中央规定的青年工作任务从宏观
方面考虑，针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形势，既考虑了扩充武装力量的需要，同时也兼顾了对青年
的培养以及青年的成长，对于战争时期开展青年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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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的制定一方面保障了青年的各项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为抗日战争时期青年运动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颁布的各项政策、法规，青年的各项权益得到了保障。 例如，1938 年
晋察冀边区定襄县提出的《改良教育救济失学青年案 》，深刻剖析了救济青年的意义，提出了青
年的生存权问题，将其提升到了一定的政治高度。中国经历了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陋习
对于青年妇女造成了很大的伤害。1940 年 8 月，晋察冀边区提出“反对童养媳、溺婴及戕害青
［3］
年发育的早婚恶习” ，这一规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发展的过程中 ，倡导平等的社会关
系，反对封建陋习。1941 年，晋冀鲁豫边区颁布的《施政纲领 》，明确提出了青年的教育权，“实
行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建立与健全正规学制，大规模的举办各种学校； 开展群众性的社会教育，
［4］
扫除文盲，特别是男女青年的教育。” 青年的教育权是青年的一项重要权益，不仅有利于青年
自身的发展，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青年奠定了基础。 这些政策、法规，从微观方面保障

了青年的具体权益。
以上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动员青年颁布的几个有代表性的政策 、法规。 事实上，
中国共产党针对青年动员工作制定了大量法令 、法规，这些法令、法规对于动员、感召青年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法令法规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 1） 时效性。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政策
以及颁布措施比较及时，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政策
的效果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 针对性。 针对不同的青年群体以及不同的事项制定不同的政
策，在保证政策针对性的同时，政策的效果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3） 广泛性。 对于青年工作
的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都颁布了相关的法规 ，保证了将青年这一群体整体纳入中国共产党青
年工作体系。（ 4） 可操作性。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并不是依据空想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是中
国共产党制定青年政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发现问题，通过制定政策解决问题，最终保
证政策可以落实到位，并充分发挥作用。
2. 建立青年组织、举办青年训练班
建立青年组织、举办青年训练班，不仅有利于青年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 ，提升个人素质与能
力，同时对于发挥青年的聚合力有重要的作用 。1937 年 4 月，在延安召开的西北青年第一次救
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建立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 ，并暂时作为全国青年抗日团体的领导机关 ，协
助中国共产党统筹协调全国的抗日青年组织 ，领导青年运动，对于推动全国青年抗日运动的发
展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1937 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工作方针进
行了调整，对青年团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的青年组织形式 。另外，各边区政
府纷纷领导建立了青救会、先锋队、妇救会等青年抗日救国团体，据统计，仅陕甘宁地区就有
80% 以上的群众加入了这些组织。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类青年团体，动员、组织具有革命倾向的
青年参加抗日活动，在这些组织建立以及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这些组织的领
导实现对青年的领导。1942 年，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根据地各级青委组织与工作的暂行条
例》，对于青委的工作范围进行了说明，“组织与教育青年积极参加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
［5］
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 ，进一步提出，凡是属于青年团体以及与青年有关系的部门 ，青委都应
该与之建立密切的联系，协助其工作，并进行指导，这一条例对于动员和组织青年，使其在社会
生产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青年组织及培养形式 ，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积极创造
条件，以学校、训练班等形式对广大青年进行训练。 例如，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中国共产
党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 20 多所学校，在全国选
送优秀青年参加学习，发动青年组织开展青年培训工作。“据统计，抗大先后培养了 20 万的青
［6］
年军政干部，西北青年救国会一年培训并分配工作的青年达万余人 ” 。 安吴青训班广泛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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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团结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训练青年干部，组织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战争。安吴青训班讲授社
会科学基础知识，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向学员介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 ，同时强化思想
政治教育，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还向学员讲解军事技术。青训班从 1937 年 10 月至 1940 年 5
月共举办了 14 期，培训学员一万两千余名，被誉为“青年干部的摇篮 ”。青训班的设立，将大批
爱国青年集中起来进行培训，不仅使青年的自身素质得到了提高，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
批青年干部，组织、动员了青年。
3. 对青年进行宣传教育
宣传教育手段的使用，可以使青年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增强中国共产党对
青年的号召力和吸引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宣传教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 1） 通过宣传使青年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 ，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同时使青年了解国
际、国内时事的变化，达到启蒙思想的目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了《中国青
年》《中国妇女》《新中华报》《解放》等 100 余种报刊，这些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共产
党的政策、方针广泛宣传，使青年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得以提升，为青年投身革命奠定了基
础。另外，中国共产党坚持翻译和出版经典著作 ，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
主义著作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翻译 、出版和传播。（ 2） 通过边区政府的具体事实以及新生活、
新气象激发青年对抗战的忠诚，对民族的赤诚热情，宣传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光明前途与青
年对抗战的责任，激发边区青年的主人翁意识，引导青年学习边区领袖的革命精神。（ 3） 通过
印发传单、宣传物及诗词、歌曲、戏剧等多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 徐向前元帅曾经回忆
说： “部队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满街满墙，都是我军张贴的传单和涂写的标语； 街头巷尾，均
［7］
有指战员宣传党的政策和宗旨” 。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样的宣传手段 ，立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以鲜活、生动的事实对
青年进行教育，同时充分考虑了宣传对象的接受能力 ，制定切实可行的宣传方案，是非常有效的
组织、动员青年的手段。在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开展文化政治教育 ，提
高青年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一方面，教育青年反对封建意识和宗法思想，使青年敢于自觉
地冲击旧社会残留的一切精神束缚 ，成为反对迷信、破除愚昧、努力学习科学常识的先锋。 另一
方面，教育青年关心社会的公共事业、爱惜公共财物，使青年养成互助共济、服务社会的美德。
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化政治教育，使青年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得到提升，青年逐渐成长为具有
先进意识、服务社会的现代青年，成为中国革命斗争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而达到了动
员、感召青年的目的。
4. 关心、改善青年生活
关心、改善青年生活，是动员青年、激发青年的重要关切点，能够在保障青年生存权的基础
上，使青年获得心理慰藉。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 ，无法满足青年
过高的物质需求，只能在一定范围内给予一定的优待。 例如，1943 年 7 月冀鲁豫行署颁布训
令，由政府供给中学生给养以及医药费 ，奖励青年深造，具体内容包括“凡中学学生所需粮食及
菜金、医药、讲义等费，自八月份起，一律由公家供给，敌区青年及流亡抗属等根据情况分别处
［8］
理。” 部分青年参军之后，地方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优待抗属政策，代耕、安排军人子弟入学
等，保证了抗属的权益，稳定了军心，这些都属于对于青年的物质激励 。1943 年，《解放日报 》刊
登了《我们的青年生活》，以青年军人为例介绍了青年的生活，“八路军的青年，过着幸福、自由、
［9］
6钱
活泼、愉快、光明、紧张的生活” ； 部队每天吃三餐，每天每人按供给标准 2 斤菜、6 钱盐、
，
3
，
，
、
，
。
油 每月 斤猪肉 每逢节日要会餐 在工作 学习之余 青年开展丰富的娱乐活动 为了改善青

年生活，各地组织青年开展互助合作。例如，组织青年合作社、创立青年农场、青年林场等，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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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改善青年生活，而且可以进行一定的集体主义教育 。
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采取各种物质激励措施 ，保障和提高广大青年的生活水平 ，在物质激
励的基础上推进政治动员工作的开展 ，赢得了广大青年的热烈拥护。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青年
动员工作中关心、改善青年生活，并不是所谓的“金钱政策 ”或“物质诱惑 ”，主要作用是保证了
青年的基本生活，更主要的在于使青年获得了人权与尊重，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民生政策的一个
重要体现。
5. 动员青年参加政治生活
中国共产党动员青年积极参政议政 ，一方面激发了青年的潜能，另一方面提升了青年的政
治地位，同时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1） 为青年参加政治生活提供政策依据 。1938 年毛泽
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要不断创设并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青年抗日干部，为广大青
1942 年 4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
年的培养和使用奠定基础。为了进一步保障青年参加政治生活 ，
颁布了《关于延安几种干部培养与使用的决定》： “要关心爱护青年干部，适时地给他们以指示，
使他们能够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 ； 加强对他们的工作检查，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
［10］
成绩，纠正错误” 。中国共产党关于青年参加政治生活的方案愈加细致，针对实践中呈现出
来的问题，及时进行纠正，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参加政治生活的重视 ，而且为青年参

加政治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与保障 。（ 2） 中国共产党为了充分发挥青年的作用，积极吸纳广
大爱国青年进入民主政权。 根据 1940 年山东边区政府的总结，“胶东蓬、黄、掖三县的乡政权
中，有 80% 是青救会员，沂水某区的乡村政权中，有一半以上的是青救会员，建立青年宪政促进
［11］
会，县以上有 48 个” 。“陕甘宁边区在 1941 年边区第二届参政选举运动后，被选为乡参议员
的青年 675 名，被选为县参议员的青年有 78 名，全边区共有 32 名青年被选为区参议员，更有
［12］
320 名青年被选到各级政府委员以上职务 ”
。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参与民主政治的广度和深
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广大青年在各级民主政权中充分发挥作用，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另
外，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存在的大量青年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组织内
部实行青年自治，青年组织可以选举自己信任的青年干部 ，可以在青年组织内发表自己的意见 。
总之，青年参加政治生活，在民主政权中发挥作用，提高了青年的政治地位，获得了发展的空间，
使青年更加信赖、拥护中国共产党，从而实现了组织、动员青年的目的。

二、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的成效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青年动员工作的实践，拓展青年动员的路径，从政策、法
规、
领导、
宣传教育、
社会环境、
青年自身等方面采取措施，动员和组织青年，成效明显。构建了价
坚定了政治信仰，
集聚了革命力量、
存续了革命热忱，
培养了后备人才、
促进了社会进步。
值认同、
1. 建构了价值认同，坚定了政治信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手段动员和感召青年，使青年认同了马克思主义以及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目标，构筑了价值认同，坚定了政治信仰，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例如，杨靖
宇将军作为青年将领，年轻时走上革命道路，在革命过程中，逐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确
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了政治信仰。1939 年，杨靖宇看到了《论持久
战》，非常激动： “坚信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必将驱逐日寇 、还我河山； 坚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必
［13］
然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赢得光荣的胜利 ” 。杨靖宇只是中国众多青年中的一员 ，青年在中
国共产党的动员、组织之下，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在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青年之所以逐步坚定了政治信仰，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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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科学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动员工作使青年逐步认
识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的重要目标。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高度关注
民生，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提高。另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平等的社会关系的构建提升了党对于青年的感召力 。1938 年 1 月，美国记者斯特朗访问了
八路军总部，注意到这支军队在中国军队中是罕见的 、也是在世界任何地方所罕见的一个特点 ，
即领导人的朴素和直率，没有“架子”，以及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平等。 她向读者报告说： “他们之
间不存在内部倾轧，没有吵架，也没有粗暴的行为。 我还记得战士们在谈到他们的指挥官的时
候，脸上流露出来的喜悦神色。 我注意到他们用担架抬上他们的伤兵，进行长途跋涉的情景。
［14］
哪一支军队会如此关心普通的士兵 ？” 斯特朗的观察与分析，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
军队中军官与士兵的平等关系，这种平等关系，使青年士兵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充分信任 ，对
革命活动充满热情。
2. 集聚了革命力量，存续了革命热情
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使中国的革命力量得以集聚 ，存续了革命热情，青年在各个方面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青年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党员数量增加。例如，陕北公学在建立的前两年共培
［15］
养了 6 000 余名青年学员，其中一半以上被发展为新党员 ； 抗日军政大学的第二期、第三期和
第四期共培养了 5 741 名学员，大约有 3 500 人被发展为党员，占总数的 61% 。 抗日战争胜利
［16］
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达到 120 万，其中青年成为了重要的中坚力量 。
第二，青年积极参军，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青年在抗日武装中具有重要地位 ，不仅在数量
上占据优势，同时也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例，1937 － 1940 年，脱离生
产的青年有 2 400 多人，枪 2 029 支，其中鲁南 1 920 人、鲁西 100 人、湖西 270 人、清河 100 人、
胶东 60 人，山东地区青年武装与青年游击小组在敌后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第三，青年积极参加社会生产。抗日根据地由于物资匮乏，中国共产党组织人民开展生产
，
运动 边区青年成为边区生产运动的主力 ，通过组建青年农场、组织青年合作社、筹建运输队等
方式参加生产运动，同时进行了技术改革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区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
支援了抗战。陕甘宁边区安塞、甘泉、延安等五县先后参加修路的青年达 34 万人。 晋察冀边区
“北岳区两年中青年垦地约 13 858 亩，青年农场 441 处，青年山 54 处，青年林 1 025 处，青年菜
［17］
园 748 处” 。以上只是青年参加大生产运动的个别案例 ，这些案例体现了青年积极参加社会
生产的态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动员 、组织青年的成效。

3. 培养了后备力量，促进了社会进步
青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培养了一批政治立场
坚定、
文化水平高、
业务能力强的青年人才。这些人才不仅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而且为中国革命以及建设培养了后备人才，
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创办了各类干部培训学校，
以陕甘宁边区为例，
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成立的学校有中国人民抗
日军事政治大学（ 即抗大） 、
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延安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
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
中国女子大学、
延安民族学院、
华北联合大学、
延安自然科学院、
八路军卫
生学校、
中国医科大学、
白求恩护士学校、
延安药科学校、
军事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
延安大学等。
这些学校培养的政治人才和技术人才，最后奔赴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和建设活动，成为中国社会发
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的青年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投身到社会
① 参见《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 1915 － 1949） 》（ 第 15 卷）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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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部分曾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参加革命和建设。据统计，
1950 － 1953 年，
以华罗庚等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约 2 000 名留学生回到祖国，
其中不少人后来
成为知名的学者、
专家和学科带头人，
在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的现实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灵活多样、富有实效的措施，将青年动员、组织起来，不仅为
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同时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培养了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动员工
作立足于当时的实际情况，符合青年工作的基本规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当今青年工作有
重要的启示意义。
1. 高度重视青年动员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青年工作遵循的根本原则 ，制定的政策、法规是青年工
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1944 年，瑞士摄影记者沃特 · 博斯哈德在根据地考察之后，对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进行了阐释： “共产党点燃了许多中国青年的希望 ，使他们纷纷涌向延安，主动接受
［18］
革命教育”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保证了青年工作的
政治方向。另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各种政策、法令动员青年，使青年工作得到

了法律保证。
青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9］
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 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高度重视青年工作，调动青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制

定政策法规等方面着手。（ 1）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青年
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的重要保障，新时代，青年工作必须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为青年指明政治
方向，明确政治使命。（ 2） 制定关于青年工作的政策、法规。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是青年工作
的重要内容，是重视青年工作的外在体现。 新时代，应采取措施，进一步点燃青年的希望，根据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及阶段性特征 ，制定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处理和协调青年
同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关系，强化青年的使命担当，为青年工作提供政策依据，将
全国各族青年的行动统一到党和国家的发展上来 。
2. 加强对青年的政治教育
青年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时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对其进行政治教育是青年
工作的重要内容，更是青年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举办培
训班、创办学校、加强宣传等手段对青年进行教育，增强了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感，坚定了青年的
理想信念，使青年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信心和决心空前强化。 爱国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
表现为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中国共产党用革命精神引领青年参与革命、推动革命事
业取得胜利，中国青年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驱使下，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 抗日战争时
期，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引领青年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以及革命实践确立了青年对于
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知，建立了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炽热情感，并使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
充分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青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时代，青年
工作必须强化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 。
第一，强化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激发广大
青年奋勇前进的不竭动力。新时代，强化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必须正确把握爱国主义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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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内涵，将爱国主义融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 ，动员青年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同时，不断创新爱国主义教育模式，通过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等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丰富教育渠道，开拓教育平台，充分利用网络阵地进
行爱国主义宣传及教育，让青年更好地接受爱国主义思想，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将爱国主义深植
于青年心间。
第二，坚持对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青年的
信仰出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所以在青年工作中，必须坚持对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 ，坚定青年对于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断推广、深化、完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 ”，通过教育培训、实践
锻炼等行之有效的方式，不断提高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素质、政策理论水平、创新能力、实践能
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使他们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同时，将社会实践纳入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工作中 ，通过丰富的实践锻炼，使青年
充分了解世界、国情以及民情，向人民群众学习，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让青年在实践中通过切
身体会坚定自身理想信念。另外，不断推动青年志愿服务的深入开展，使青年在志愿活动中培
育志愿服务精神，结合青年人的自身发展需求，以及志愿服务的实践性，强化社会实践，培育青
年的奉献精神和家国情怀。
3. 构筑青年发展空间
为青年发展构筑空间，是青年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要基础，有利于调动青年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吸纳青年进入民主政权 、组织青年参政议政、动
员青年参加社会生产等方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为青年的发展构筑了空间 ，不仅提升了青年的
社会地位，而且增强了青年的主人翁意识，青年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于抗日战争以及社会发
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体现了一定的示范性。 新时期，青年工作要注意为青年发展构筑空间，
使其在社会活动中，充分体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是在新形势下青年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
保证。
新时代构筑青年发展空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1） 充分发挥共青团等青年群团组
织的作用，不断完善“千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等，为青年人才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平
台。（ 2） 扩大青年工作的范围，在关注普通青年工作的基础之上，通过组织专门培训、开展职业
导航、进行梦想孵化、提供展示平台等手段，助力新兴青年群体激发创造活力，引导青年在为社
会发展贡献力量的基础上，实现个人梦想。（ 3） 不断优化青年成长环境，以尊重青年主体地位
为原则，把服务青年与青年的成长紧密结合。（ 4） 不断创造青年社会实践的机会，使青年有更
多的机会融入社会，参加社会生活。（ 5） 充分把握青年工作的规律，一方面，要将青年工作与时
代主题相结合； 另一方面，要针对不同的青年群体制定不同的方针政策，避免青年工作简单化、
一刀切。
4. 切实关注青年权益
青年权益是青年群体非常关注的问题 ，与青年成长密切相关。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不仅关注青年的精神需求，同时注意维护青年的物质利益，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尽可能地满
足青年的需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青年权益的关注，保障了青年的基本生存条件，使
青年获得了尊重感，拉近了与青年的心理距离，激发了青年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
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重要经验。切实关注青年的利益，是青年工作的一般性规律，新时代的青
年工作应继续遵循。
新时代，青年工作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 ，在青年工作中应根据形势的变化 ，调整维护青年
权益的关注点，提升青年的获得感。（ 1） 要立足于青年成长，服务青年紧迫需求，促进青年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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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展，使青年有更多的获得感。（ 2） 满足青年的精神需求。 根据青年群体的特征，创造多种
形式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产品，丰富青年的精神生活。（ 3） 保障青年的物质利益。 物质利
益是青年基本生活的重要保障，青年通过劳动获得自己的利益，这也是形成正确价值观的重要
手段。（ 4） 为青年发展纾困。一方面，为青年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援。青年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问题，面临很多困难，应通过青年组织以及法律援助组织等对青年提供帮助 ； 另一方
面，强化对青年的心理干预。青年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心理上的各种问题，青年工作应不断关
注青年的心理变化，给予青年必要的心理指导，保证青年的心理健康。
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青年是最善于思考、最易接受新思想、最具创
新能力的群体，应该充分了解青年发展规律，发挥青年的优势，创新工作模式，用新思想新方法
引领新青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青年工作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当代中国发
展规律特点的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为研究青年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青年工作理论与
丰富的实践形成了良好的双向互动 。总之，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只有在不断的研究与实
践中，把握青年发展的规律，并加以运用，才能更好地开展青年工作，提高青年工作的实效性，更
好地服务青年、培养青年、塑造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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