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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青年群众工作

主持人 李 伟［中央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群众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从根本

上讲，做好群众工作是党的性质、宗旨的根本要求，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成

立近百年的历史充分说明，我们党始终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重视对群众开展宣传、组织和教育

工作，这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青年是党的事业的有生力量，党历来重视青年

群众工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不仅深刻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科学内

涵，而且在他丰富而伟大的革命生涯中出色地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开创了党在各个领域包括

青年领域的群众工作，为党的群众工作奠定了理论根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文章《土地

革命战争前期毛泽东的青年工作思想初探》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对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前

期对党为什么要做好青年工作以及如何做好青年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对毛泽东

关于青年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进入新时代，为什么要做好青年群众工作，怎样

做好青年群众工作，依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文章《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路径探究》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探索了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面临

的新形势、新特点，提出了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方法创新的现实路径。新时代我们要深刻总结

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历史传承和重要经验，不断开拓青年群众工作的新局面。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毛泽东的青年工作思想初探

■ 荣 鑫
( 中央团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研部，北京 100089)

【摘要】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毛泽东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青年工

作的重要思想，如遵循青年的成长规律，做好青年群体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

共青团组织的建设等，为党的青年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新时代做好青年工

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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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
年。”［1］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青年工作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走近和倾听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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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和关爱青年、教育和引导青年一直是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历来非常重视青年工作，在土

地革命战争前期，他广泛深入青年群体，掌握青年发展特征和规律，提出了一系列青年工作的方

法、路径，形成了青年工作的基本思想，为党的青年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积累了经验，对新时代

做好青年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调查研究是做好青年工作的前提

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批评当时党内的一些同志“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

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

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2］。制定好的政策

必须把握矛盾和问题，必须了解和熟悉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

生动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3］。在土地革命战争

前期，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作为深入了解中国实际、把握矛盾和问题并进一步制定正确政策的必

要手段。这一时期，毛泽东曾在井冈山地区做了宁冈、永新两县的调查，但因井冈山失守，成果

均未能保存下来。从该时期毛泽东在其他地区的调查报告来看，青少年乃至儿童接受教育的情

况、参加革命斗争的状况均受到他的高度关注。
通过调查他了解到该时期青少年乃至儿童已普遍地参与革命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青年工作

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动员大量青年群众参加革命、加入红军。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显示，长冈乡全

部青年壮年男子当中，有 79% 的人外出当红军，这一数字在上才溪高达 88%，下才溪也达到了
70%［4］。在兴国永丰，“凡有一个赤卫大队的地方，就有一个少队，不分男女，年龄十六至二十三岁”。
儿童参加革命战斗的情况也比较普遍，“有一个赤队及少队的地方，就有一个劳动童子团”［5］。在长

冈乡，满十六岁的少年可以加入少队，而“七岁至十五岁的入儿童团，百分之八十加入了”［6］。能实现

如此普遍的政治动员，除精神因素外，还有经济的影响。调查研究表明，根据地的经济政策有力

地保障了政治上的广泛动员。另外，根据青少年和儿童的不同年龄和成长阶段，他们在加入队

伍后的职责也各有不同。少年加入少先队，被编入红军预备队及特务营，儿童加入儿童团，从事

一些危险性较低的放哨、扩红的政治宣传、归队运动宣传、检查烟赌、破除迷信以及简单的生产

劳动等。他们的工作热情高，很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如在兴国“童团查烟赌打菩萨很厉害，完

全不讲人情，‘真正公事公办’”［7］。他们的工作也颇有成效，为扫除农村中的封建迷信、赌博等

不良现象做出了重要贡献。
调查还表明，根据地的教育状况有明显改善，但在教育方式还有待改进。未满十六岁的儿

童加入儿童团后，都需要在学校读书。在兴国永丰，“人民学校学生少的二十多人，多的到百二

十人，普通四十多人。”［8］。在长冈乡，以前九岁十岁的孩子都要给地主富农放牛，如今大部分

时间都用来受教育、做游戏。在该乡 4 个村中，每个村都有一所列宁小学，都有校长和教员。上

学的儿童占到全乡学龄儿童总数的 65%，剩余的 35%，他们不上学的原因也完全在个人，不在

家庭［9］。在上才溪乡，6 － 15 岁的儿童有 323 人，上日校的有 141 人，进苏区义务教育性的劳动

学校的有 37 人，占学龄儿童的 55%。教育在根据地、苏区的普及程度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教

育方式上，毛泽东认为还需要改进。他认为，当时存在的一些诸如罚扫地、禁闭、饿饭等惩罚方

式并不适当，应该用说服而非惩罚的方式引导儿童形成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依据。后来在主持苏区中央政府工作时，毛泽

东亲自制定了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总方针。他认为，教育应该为革命战争服务，要与劳动相联系，

应该在青年和广大群众当中广泛开展扫盲、农村俱乐部和红色体育运动，举办各种文化组织和

团体，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都与他早前的调查研究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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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毛泽东青年工作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 遵循青年的成长规律

只有遵循青年的特征和成长规律，才能制定适合青年的政策和措施。1929 年 12 月召开的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专门提到青年的特

殊性问题。“军队中青年利益与成年利益不能划分”“党员中青年部分因其有比成年不同的情

绪”［10］，在具体工作中必须加强青年群体研究并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先锋主义和取消主义的问题仍然存在，这在根本上由对青年群体特征

以及青年的社会作用的错误认识所导致。1928 年 10 月 5 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

宁冈步云山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其中专门谈到了共青团工作存在的问题。
“过去边界各级团部多不明了青年团的政治任务，团在边界各县仅只作了些扩大影响的文化运

动。事实上成了党的附属机关，因此造成边界各级党更严重的错误———主张取消团”［11］。取消

主义的错误极大地削弱了团的组织建设。相反，先锋主义则过分夸大了团的作用，同样是错误

的。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观点，都建立在对青年成长规律的错误把握上。青年有优势也有弱

点，如果过分夸大了优势，就会犯先锋主义、盲动主义的错误; 如果过分夸大了弱点，就会犯取消

主义的错误。另外，在革命时期，团的工作应该定位于充分调动工农青年群众积极性，对他们做

广泛的政治动员。“过去本团始终没有把团的基础建立在工农青年群众之上。学生运动革命

运动消失之后，团还没有找到青年工农中群众工作方法的过渡时期中，表现极大的恐慌现象，取

消主义先锋主义和盲动主义都在此时发生”［12］。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一大创举就是明确了团

的功能定位，将团的基础建立在中国工农青年群众的基础上。1929 年 2 月 25 日，时任中共湘

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克敏在提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边界地区共青团的工作，如
“边界共青团比党要进步得快”“工作上的错误，还算很少( 如先锋主义) 与党的关系很好，没有

什么问题”等［13］。
( 二) 做好青年群众的宣传工作

毛泽东高度重视对青年群众的宣传工作。他深刻指出: “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

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14］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毛泽东力主要改变边界地区重视军事斗

争忽视宣传工作的状况。“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

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为改变这种

状况，毛泽东指出，边界各县党的宣传部门要多写标语、编歌谣、办壁报、召集群众大会等，多宣

传“军阀内部的冲突”“反对军阀混战”“工农及共产党的力量之伟大”“军阀混战其结果必被工

农暴动所消灭”等主张。上级对下级的巡视工作也应将宣传工作作为重要检查内容［15］。毛泽

东还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宣传组织群众。向人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和

性质、宣传红军的纪律，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为此，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杀反水农民”等口号和标语已深入人心。毛泽东的宣传思想深刻影

响了后来的革命斗争。历史充分表明，做好宣传工作，夯实党的群众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

胜的重要法宝。
争取青年群众加入革命队伍，是宣传工作的主要目的。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国民党将共产党

和红军妖魔化，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1929 年 5 月，《列宁青年》上

刊登文章《青年对朱毛红军斗争应有之认识》指出:“国民党政府一面用五路围剿与烧山血洗的方

法答复朱毛红军与各地工农斗争，另一方面就是拼命宣传共匪杀人放火，拼命在群众中造成一种

心理，以为朱毛红军和土匪一样，共产党完全是杀人放火的凶神，甚至一般社会心理也多误认朱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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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等于‘黄巢’、‘李闯’。”［16］国民党极尽造谣诽谤恶意中伤之能事，非常不利于共产党的群众工

作。为此，我们党在党和军队内部建立宣传制度、明确宣传部门，做好宣传工作。“当年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到处都有工农红军及苏维埃政府书写的标语和画的漫画，井冈山的小行洲、宁冈的桃寮

和塘南村、永新的石桥、桂东的沙田圩、遂川的草林圩和营盘圩以及酃县( 今炎陵) 县城等地的大部

分标语、漫画至今保存比较完好”［17］。在宁冈古城保存着“少年先锋队是红色赤卫军的帮手 少先

队是红色赤卫军的后备队”“优秀青年赶快来加入青年团———红军第四军宣”等红色标语［18］。在

今天的莲花县，还保留着胡耀邦在花塘官厅刷写的“实现共产社会”“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等标

语［19］。这些标语为动员更多青少年加入革命队伍、充实红军有生力量做出了贡献。
( 三) 做好青年的教育工作

发动青少年甚至儿童参加革命，在红军中收效甚好。据 1929 年 9 月 1 日陈毅提交的报告，

当时红四军的年龄结构为:“少年( 十八至二十五岁) 约占全军十分之六; 壮年( 二十五至四十岁

左右) 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三; 老幼的( 十六岁以下四十岁以上) 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一。”［20］

可见，红军中青少年士兵占比大半。军队中青年的素养直接决定军队的整体素质。在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边界各县举办了各种学习小组、培训班，并专门针对团的工作举办团务训练班。1927
年 12 月，酃县西乡回龙庵创办了失学青年补习班。在永新天龙山区也举办过多次团务训练班。
1928 年 4 月，毛泽东代表湘赣边特委写信，明确提出要“普偏［遍］发展六县之党”“改造军队变

成真正的红军”“办军校及党校”等主张［21］。5 月，第一次边界党代表大会在茅坪召开，明确提

出在龙江书院和茨坪开办干部培训班，在茅坪训练士兵，在茨坪开办党团培训班等事宜。在 10
月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应由特委组织教宣委员会，制定训练教

材，计划每周的训练工作，办经常训练班，各县多办短期训练班，培养党团干部人才等主张。会

后，湘赣边界党、团特委就在宁冈茅坪象山庵联合举办了第一期党团训练班。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改变党和军队的面貌，必须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

教育入手。毛泽东曾深刻反思:“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

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当时，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

了铲除当时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以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

观［22］。然因战乱频仍，教育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学习材料有限便是其一。当时，学习材料只

能“取给省委及中央来件及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浅说，新社会主义及革命的常识”［23］。
尽管如此，内容仍比较广泛，形式也多种多样。内容主要包括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政治、军
事和群众工作等［24］。在培训形式上，除有指导员经常授课外，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都曾讲过

课，时常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做报告。狠抓思想政治教育，成效显著。在 1928 年 11 月起草

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

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

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

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25］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明确党和军队的宗旨使命，明确国民党的反动

本质，保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升了红军的战斗力。
纪律教育是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重大创举。毛泽东指出:“‘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

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

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集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堡森严、步伐整齐的

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26］为此，毛泽东在率领队伍

刚上井冈山时就强调革命军队的纪律问题，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7 年 10 月，毛泽东

在荆竹山雷打石提出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即“行动听指挥”“筹款要归公”“不拿老百姓

一个红薯”。1928 年 1 月 25 日，在遂川李家坪，毛泽东宣布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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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还门板; ( 二) 捆稻草; ( 三) 说话和气; ( 四) 买卖公平; ( 五) 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

( 六) 不打人骂人”。后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中的某些条文做了修正，1928 年 4 月 3 日，

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圩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制定纪律规范并加

以严格执行，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它为严整党和军队中的不良倾向，建立牢固的群众基础作出了

重要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文化教育，促进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建党之初，一大批青年知识分

子接触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然而，大多数青年群众和士

兵的文化程度比较低，文化基础比较薄弱。1928 年 6 月 15 日，杜修经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

曾指出，在边界各县，人民受教育“质量很差，有些连每个党员最低限度的常识不知道”［27］。为

此，毛泽东提出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并重的观点。他认为，“增高同志的文化程度政治教育，同

时要做认字运动，以提高工农同志的‘写’‘看’能力”［28］。为此，边界地区兴办了列宁学校、列
宁小学、补习夜校、识字班，还创办了农村俱乐部、歌舞团、图书室等。该时期积累的丰富经验直

接影响了后来的文化教育工作。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亲自制定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总方针，提出

教育要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精神，开展扫除文盲、办农村俱乐部和体育运动等。
( 四) 加强共青团组织建设

建立健全共青团的组织、理顺党团关系是开展青年工作的组织制度保障。土地革命战争前

期，毛泽东青年工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出了不断加强共青团建设的主张。
一方面，不断加强共青团的组织建设。1927 年 10 月，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边界各县开

始重建党团组织，建立、健全党领导下的团工作机制。1928 年 2 月，共青团宁冈县委成立，萧子

南任书记。在永新，1928 年 1 月共青团小江区委成立，2 月成立了共青团永新县委，周东田任书

记。1928 年 1 月，共青团莲花特别支部成立，不久成立了共青团莲花特别区委，4 月建立共青团

莲花临时县委，7 月正式成立共青团莲花县委，丁主涛为书记。1928 年 1 月成立团遂川县委，张

文溥任书记，后县委机关随军撤至井冈山茨坪村，并建立共青团( 永) 新遂( 川) 边陲特别区委，

李佐国任书记。酃县团县委成立于 1928 年 3 月，张平化任团县委书记。共青团茶陵县委成立

于 1928 年三四月间，5 月改为共青团茶陵特别区委，由罗青山任书记。到 1928 年四五月间，边

界各县已初步建立团的组织。
1928 年 6 月，根据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的要求，中共湖南省委派史训川、宋新怀两位同志前

往边界，筹建团的领导机关。7 月，在宁冈茅坪召开了共青团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

共青团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团特委受团江西省委和团湖南省委的双重领导，下辖共青团宁

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
另一方面，理顺党团关系。党团关系直接影响团功能的发挥，关乎团的工作实效。在共青

团历史上，先锋主义和取消主义都对团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1928 年 6 月，共青团湘南特委徐

林关于湘南暴动的报告曾描述了当时团工作遭弱化的现象。“在湘南苏维埃政权之下，一般工

农群众及敌人都是只知道有个‘共产党’。对于共产［党］青年团，是 ＜ 很 ＞ 少人知道的”［29］。
当时，工农归共产党、学生归共青团的硬性划分，严重影响青年工人、农民对共青团的认知。

井冈山斗争时期，军中也曾出现取消团的组织、将党和团合并的历史。1928 年 5 月 30 日，

红四军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健全团一级党的委员会，合并军中的党和团。
毛泽东代表湘赣边特委写给湘赣省委的信中指出:“在四军 cy 第二次大会决定合并。此次扩大

会亦认为有合并的必要，不过这非局部所能解决，须省委作最后之决定，但此主张与取消派不

同，cy 有干事会，可以尽量参加工作。”［30］6 月 19 日，《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

作决议案》同意该合并计划: “军中 C． Y． 组织与党合并，省委完全同意……决议已报给中

央”［31］。1928 年 7 月以后，红军中便取消了团的组织。然而，这一时期青年们在革命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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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因此不得不“决定在前委纵委两级成立青年部，营委设青年干事，连设青年小组，专门

负责青年工作”［32］。
1928 年 10 月 5 日，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团的根本定

位和党团关系问题。他指出:“青年团是党在工农群众中的政治组织”，政治性是共青团的根本

属性。当时，团的政治属性淡化，被看作文化宣传组织。为改变这一局面，毛泽东提出，在团力

量薄弱的情况下，党必须“经常注意团的工作，帮助团在边界各县普遍的建设团的支部，扩大团

的组织，健全团的指导机关”［33］。同时，他还提出保持团的经费独立、把团的工作纳入上级巡视

内容等主张。这为增进团的重要性，加强团的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的组织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团员数量大幅增加。1929 年 2 月，边

界各县有党组织的地方均成立团的组织，团员达到 2000 － 2500 人。在军队中也成立了团的组

织。各县的团都有参加苏维埃、赤卫队、自组先锋队和儿童团等工作［34］。

三、对新时代青年工作的启示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毛泽东形成了丰富深刻的青年工作思想，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青年

工作经验，为革命战争年代发动组织青年、引领凝聚青年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思想对我们做好

新时代青年工作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 一) 关心关爱青年，把握青年成长规律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年，关注青年

发展实际，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出我们要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

作的热心人”和“青年群众的引路人”。新时代，要做好青年的思想引领工作，真正成为青年的
“引路人”，必须深入了解青年，遵循青年成长规律，做青年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35］青年处于人生的特定

阶段，他们蓬勃向上、生命力旺盛，思想意识活跃、观点新颖，求知欲、想象力强、极富创造性。另

一方面，青年阅历尚浅，惯于从自身、从理想状态去认识和理解事物，更易受外界影响，思想的波

动性大。做好青年工作，必须掌握并尊重青年成长规律。当代青年处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高度

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推进的历史时期，青年群体加剧分化、青年思想“独立

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36］，做好青年工作，更需要及时掌握青年群体的当代特

征。为此，新时代的青年工作，必须“尊重青年天性，照顾青年特点，经常到青年中去，同青年零

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生活方式”［37］，唯有如此，才

能深入了解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引导工作。
( 二) 教育引导青年，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教育引导青年都是青年工作的重中之重。青年处于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就像幼苗需要精心培育，该培土时就要培土，该浇水时就要

浇水，该施肥时就要施肥，该打药时就要打药”，需根据青年思想的发展变化，有针对性地加以

科学引导。“坚持关心厚爱和严格要求相统一、尊重规律和积极引领相统一。”［38］

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的教育引导工作。首先，坚持从总体格局来抓青年的教育引

导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思想政治工作要从娃娃抓起，就是强

调教育引导工作的连贯性。有效、持续地开展青年的教育引导工作，需从家庭、学校、社会等多

重成长环境入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积极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意在从家庭这个人

生第一课堂抓起，为思想政治工作开好头、打好基础; 抓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全员全程全

方位育人的重要理念，积极构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相关联的“大思政”育人格局，形成青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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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齐抓共管的良好机制; 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青年、呵护包容青年、鼓励引领青年，为造就堪

当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共同努力。其次，坚持用全文化要素教育引导青年。我们党坚持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功能;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研究等。2017 年 4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了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 － 2025 年) 》，明确提出系统开展青年教育引导工作的具体规划，如

推进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工程、青年网络文明发展

工程等等，为新时代不断推进青年工作提供指南。
( 三) 不断加强共青团建设，增强青年工作的组织制度保障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力量”这一根本政治定位决定了，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不断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坚

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

治责任，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认真履行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

青年的职责”［39］，增强党团对青年的凝聚力、组织力、号召力，锐意改革、开拓进取，不断取得新

的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共青团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

面，对共青团改革做出了总体谋划和整体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曾就共青团改革专门做过多次重

要批示指示，亲自为共青团改革指方向、定方针、提任务。2016 年 8 月 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

布并实施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为共青团改革提供根本遵循。四年多以来，全团深刻把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这一根本属性，不断夯实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不断实行自我革新，解

决共青团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新时代做好青年工作奠定了坚强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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