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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

的伟大实践中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它不仅事关青年自身健康成长，更是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理想信念教
育先后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目标方面呈现
出阶段性特征。回顾和总结这一实践历程的历史经验，对做好青年理想
信念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青年 理想信念教育 发展历程 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尤其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
出发，推进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善于、乐于向历史学习，是我党一贯
重视和倡导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
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
［1］
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在建党百年之际，考察中国共产党青年理
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经验，能够为我们在
新时代更好地推进青年理想信念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一、中国共产党推进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置于教育的重要位置，一以贯之地推进
青年理想信念教育。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重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呢？回答这个
问题，需要对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意义进行探析，从而揭示其必
要性。
（一）从教育对象看，青年时期是理想信念、价值观养成的关键时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源自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青年重要地位和特点
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一方面，青年始终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革命战
争年代，青年是革命先锋和桥梁。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
“他
［2］
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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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力军。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 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青年看作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从来都把青年作为
［3］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
“先锋”
“桥梁”
“生力军”等名词，是青年在党的不同历史时期
的代名词，彰显了青年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青年又处于价值观
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青年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青年一代的理想信
念教育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
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
［4］
分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用“扣扣子”来比喻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并一再强
［5］
［6］
调：
“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而且“正确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必须从青年抓起”
。
显然，从教育对象看，青年的特点揭示了我们党为什么要如此重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
（二）从教育内容看，
理想信念是精神上的“钙”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用“共产党人的根本”
“ 政治灵魂”
“ 精神支柱”
“ 精神上的
钙”等来比喻理想信念，强调了理想信念对于共产党人的重要性。纵观党的百年历史，理想
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灵魂，是引领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精神支撑。在
革命战争时代，毛泽东同志指出：
“ 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
［7］
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
。进入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
“ 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
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
［8］
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进入新时代，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
“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
［9］
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显然，中国共产党重视青年理想信念
教育是建立在对理想信念之于共产党人和青年的重要性认识基础之上，
“ 形象地说，理想信
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
［10］
得‘软骨病’”
。同理，青年如果没有理想信念，也会导致精神上缺“钙”。从教育内容看，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优势和根本，也是青年大学生精神上的“钙”，是我们不断
取得胜利的精神支柱。
（三）从教育意义看，
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
一百年来，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总是与青年的信仰、立场紧密结合在一起。青年信仰什
么、青年捍卫什么、青年坚持什么，决定了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青年
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
［11］
动力”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并为完成这一伟大使命进行了百年奋斗。然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具
有长期性、持续性等特点，能否实现这一伟大梦想，关键还在于青年一代能否接续奋斗，能否
肩负起这一伟大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
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
［12］
现实”
。因此，只有对青年一代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才能坚定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显然，从教育意义看，青年理想
信念教育事关“培养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事关青年能否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从根
本上说，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
总之，中国共产党进行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不仅事关青年本身的健康发展，更是事关党和
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课题，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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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共产党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
根据党史分期和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特点，中国共产党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史可
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只有通过对每一段历史时期青年理想信念
教育的内容、方式、目标进行回顾和总结，才能全面系统地展现中国共产党青年理想信念教育
的百年发展历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起步与探索阶段。这一时期，青
年理想信念教育服务于我们党的革命斗争实践需要，
“其宗旨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
［13］
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
，培养具有革命意识的青年，反
映我们党的革命意志。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的范围比较宽泛，学生、工
人、农民、军人等都属于这一范畴。
1. 教育内容：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基于对中国革命特点和青年在革命中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我们党
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教育方针。1921 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
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明确提出了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宣传共产主义。同年，
《北京共产主
［14］
义组织的报告》也提出了我们“尽力促使这些学校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 的工作要求，旨在
通过共产主义教育，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革命觉悟，让“青年学生明白我们所主张的革
［15］
命主义是什么”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了理想信念教育对于革命青
［16］
年的重要性，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每一具体环境的认识来教育青年群众”
。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强调了共产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
“在
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
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
［17］
达到胜利”
。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
产主义的宣传。
2. 教育方式：以党报党刊、学校、青年团教育为主
这一历史时期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主要是通过党领导下创立的党报党刊、青年团、学校
进行的。第一，突出党报党刊的引导教育。革命报刊是党的“喉舌”，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
革命报刊的建设工作，建党后在原有刊物的基础上又陆续创办了《向导》
《中国青年》
《前锋》
等党报党刊，以此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主张。第二，学校教育是重要形式。
党领导下成立的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通过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党
史等思政课程，对青年进行系统的学习教育，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第三，党的组织以及党
的青年团是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组织。1923 年团二大就明确提出：
“ 以共产主义的原
［18］
则和国民革命的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群众是本团最重大的责任”
的工作要求，
青年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教育目标：旨在培养具有反帝反封建意识的“革命青年”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任务和使命决定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目标，就是通过
共产主义和革命教育，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 路 ，培 养 具 有 反 帝 反 封 建 意 识 的 革 命 青 年 。
1922 年团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就明确提出了其主要任务是“养成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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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革命的精神”
，启发青年的阶级觉悟和增强斗争能力，养成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
1927 年，党的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对青年进行革命理论与共产主义教育的方针，提出了对青
［20］
年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教育的目的，就是“引导青年群众参加党领导的一切政治争斗”
。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培养革命青年的重要性，加快了培养革命青年的步伐，尤
其是加快了对农村青年的引导和教育，引导农村青年积极与传统封建礼教做彻底的斗争和
决裂，启发青年的革命思想。到了延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继续丰富青
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培养目标，致力于培养服务于革命的专业知识人才。
在这一时期，在党报党刊的引导下，在苏区、解放区学校的系统教育下，在党组织及其先锋
组织青年团的培育下，广大青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成为革命的先锋力量，推动
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的历史步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这一时期的
根本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党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服务于这一中心任
［21］
务，坚持“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
，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建
设服务。
1. 教育内容：突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需要，在内容方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1949 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就向全党全社会发出学习号召，
“提倡和鼓励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
［22］
想的学习” 。一是突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高校通过开设《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政治经济学》
《马列主义基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课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教育广大青年，肃清和批判广大青年思想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二是更加突出了毛泽东思
想的教育。刘少奇对于学校教育提出了“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
［23］
本教材”
的工作要求，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成果教育青年、指导青年的实践先河。
此外，这一时期还突出了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等教育内容。
2. 教育方式：建构了以理论学习、宣传报道、示范引领为主的教育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在教育方式上实现了理论学习与生产实践、社
会运动的结合。第一，理论学习是主要形式。这一时期高校逐步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为主流的新教育，构建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育路径，按照理论能力的发展程
度，实行了学习政治常识、学习理论常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著作
的三级学习模式，通过循序渐进的理论学习，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第二，党的宣传载体
是重要渠道。1951 年，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专门提出了“必须改善《人
民日报》、
《学习》和《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使他们成为帮助党和青年团以及广大人民学习马
［24］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机关”
的工作要求，强调青年理想信念教育要切实发挥
党的报纸、刊物、出版物的重要作用。第三，弘扬精神与树立榜样相结合。如，这一时期，大力
弘扬“抗美援朝”
“两弹一星”等伟大精神，宣传雷锋、王进喜等先进人物，对于培养青年理想信
念教育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
3. 教育目标：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明确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任务和目标，就是通过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党和国家政策的系统学习，增强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中国
共产党的认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知，培养青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和觉悟。基于此，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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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就提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青年学
［25］
生中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其主要目的乃是逐步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观”
的教育目标。1956
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教育方
针，他指出：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
［26］
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简明说，
“又红又专”，就是毛泽东同志人才思想的中心
内容，也是这一时期培养青年的根本目标。
在这一历史时期，党通过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教育为主流的课程体系和教育模式，培养了一
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是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我们党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服务于党的这一任务，提出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
［27］
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工作要求，旨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主要指的是青年学生。
1. 教育内容：突出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这一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实践中，相继产生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党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突出了这些理论创新成
果，及时通过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体现了这种变化，反映了时代要求，以此来增强青年理
想信念教育的时效性和针对性，突出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教育，及时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
青年、引导青年。高校先开设了《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之后把《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调整
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后，2008 年
把这一课程再度调整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正是这种与时俱
进的理论品格，增强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凸显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在内容方面的
时代性。此外，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还突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 党的基本
路线”等内容。
2. 教育方式：重构了以思政课为主渠道的现代教育模式
这一时期，青年理想信念教育迎来新局面，重构了以思政课为主渠道的青年理想信念教
育课程体系。第一，确立了思政课的主渠道、主阵地地位。从这一时期开始，党中央不断强调
思政课在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不断加强和改进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
［28］
治课教育”
，思政课的地位开始凸显，并被列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同时，为了思政课建设的
需要、增强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学理支撑和学科支撑，党中央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
设工程”，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思政课建设和青年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学科支
撑。第二，创新教育路径。团中央于 2007 年启动“青年马克思主义工程”，把理论学习与社会
实践、社会调研等结合起来，创新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和方式。第三，重视学校、家庭、
社会的共同参与，建构了一个全社会共同重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新体系。江泽民同志指
出：
“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
和支持。只有加强综合管理，多管齐下，形成一种有利于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环
［29］
境”
。此外，在这一时期，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在实践中逐渐走向正规化、科学化和系统化。
3. 教育目标：
“四有新人”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教育好青年一代，把青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
［30］
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
。1985 年，在
［31］
全国科技工作会上，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社会

· 27 ·

主义新人目标。可以说，
“四有新人”是邓小平同志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内容。其中，邓小平同
志最强调的是有理想。1989 年 10 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李大钊诞辰 100 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
［32］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概念，他指出：
“必须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
199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出了“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
［33］
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培养目标。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把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者和接班人”作为党的教育目标。
“四有新人”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体现了党在这一历史时期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目标，旨在培养能接续党的事业、发展
党的事业的时代新人。
在这一历史时期，党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开启了科学化、系统化的道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新时代青年运动的主题、方向和使
［34］
命，就是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青年
理想信念教育紧紧围绕这一主题、使命和方向，以培养时代需要的、用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理
论武装起来的、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青年为目标。
1. 教育内容：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在内容方面更加突出了我们党在新时
代的理论创新成果和新时代主题。第一，突出党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成果。教育部明确要求
做好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三进”工作，强调要“讲清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35］
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打牢青年
成长成才的科学思想基础，始终保持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时代性。第二，突出中国梦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
［36］
理想”
。第三，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强调“加强对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
［37］
大青年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扎牢植正”
。此外，新时代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也突出
了“四史”教育的内容。
2. 教育方式：建构了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育体系
进入新时代，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在方式上更加多元，既凸显了思政课的关键课程定位，又
创新和完善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路径，建构和形成了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体系
和氛围。第一，思政课是关键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
［38］
键课程” ，要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开好、建好思政课。第二，
“大思政”格局的构
建，实现了思政课与课程思政的合力。做好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工作，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
［39］
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形成了课程
合力。第三，
“三全”育人体系的建构，丰富和完善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载体和形式，形成了
一个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学工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和广大思政工作者同向同行的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和育人合力。第四，党的主题教育活动也是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重
要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主题教育活动，在主
题教育实践中教育了广大青年。
3. 教育目标：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培养人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对党和国家发展
事业负责的战略高度，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先后就“培养什么人”这个根本性问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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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召开会议、发表讲话，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上指出：
“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40］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同时，在这次会
议上，他进一步指明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41］
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们的教育必须以培养社
会主义事业的接续者为己任，这关系到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要始终站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加以清晰地认识。
新时代，党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在内容上更加突出了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中国梦、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在方式上更加趋于多样化、完善化、制度化，创新和完善了青年理想信念
教育的模式与路径。从教育效果来看，青年一代正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基本经验
纵观中国共产党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青年理想信念
教育的根本保证，为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培养人才是根本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教育是重要内容，实现思政课与其他教育方式的融合互动、建构齐抓共管的教育体系是重要途
径，遵循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是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取得实效性的重要条件。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42］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党
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时代特征，构建和完善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引领青
年理想信念教育健康发展。在教育内容上，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既凸显了对马克思主义信
仰、共产主义信念的教育、宣传和学习，也根据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突出了我
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教育，增强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时代性。在方式上，党的理想信念
教育建构了符合时代特征和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特点的教育模式。在革命战争年代，青年理
想信念教育注重发挥党报党刊、青年团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注重构建思政课
课程体系，强调媒体宣传、先进榜样的引领示范作用。总之，中国共产党青年理想信念教育
的百年实践告诉我们，青年理想信念教育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党
的领导是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取得重大进步的根本保证，这既是我们的鲜明特点，也是我们
最大的优势。因此，加强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必须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
充分发挥党委、党支部、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牢牢掌握党对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工作的领导
权，任何时期都动摇不得。
（二）坚持为党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新人
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必须要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从中国共产党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史看，尽管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和方
式在随着时代与时俱进，但是教育目标一直都很明确，就是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培
养一代又一代时代需要的新人，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永葆活力。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革
命需要，我们致力于培养“革命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建设需要，我们提出了培养
“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的目标；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我
们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进
入新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提出了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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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标，从根本上回答了“培养什么人”的这一根本性问题。总之，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以培养社
会主义事业的接续者为己任，这是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根本使命。
（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培育的核心内容
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在进行信仰信念信心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要突出我们党的创新理论
成果教育，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教育青年一代，做到“理论创新每前进一
［43］
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
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始终以党的理论
创新成果为重要内容，做到了与时俱进地推进我们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进教材、进青年头脑，
体现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发展性，增强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进步性和实
效性。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突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改革开放新时
期，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突出了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教育。进入
新时代，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突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及时做到了党
的创新理论成果的“三进”工作，这是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取得实效性的经验总结。显然，青年
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必须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
新成果为指导，突出理想信念教育的时代性、发展性和进步性，
“ 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
［44］
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这是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具有生命力的关
键所在。
（四）建构“三全”
育人体系是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途径
理直气壮地开好思政课是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百年历史的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5］
“思政课要解决学生理想信念问题”
，指明了思政课在解决青年理想信念问题中的核心课
程定位，突出了思政课在培养人才方面的重要引领作用。正是基于对思政课核心课程的定
位，思政课教师成为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主力军和关键力量。然而，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在重
视思政课主渠道、思政课教师主力军作用的同时，也要充分重视课程思政、校园文化、媒体宣
传、社会实践等教育方式的特殊意义，坚持把课堂教学的理论讲解、媒体宣传的主流引导、校
园文化的潜移教化、学工部门的服务关爱、社会实践的感知深化融合起来，实现思政课与其他
教育方式的融合互动。与此同时，做好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工作，需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集
各方力量，齐抓共管，发挥全体教师的作用，做到教育师资队伍同向同行，发挥教师合力作
用。毛泽东同志曾说：
“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
［46］
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因此，做好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工作，必
须要实现思政课教师与广大专业课教师、班主任、辅导员等队伍的教师合力，马克思主义学院
与团党委等部门的部门合力，构建一个资源共享、充分协作、全员参与、齐抓共管的教育体
系。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提升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质量和实效性。
（五）遵循青年成长成才规律是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条件
青年具有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特点，一方面，青年是社会上最具朝气、活力、创造力的群体，
［47］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另一方面，青年又处于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养成的关键时刻。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必须要把握青年特点，遵循青年成长成才规
律，结合青年成长成才需要。一方面，要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三观”，引导青年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另
一方面，要教育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以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
［48］
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将自己的梦想与
国家的梦想、民族的梦想紧密结合起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展现青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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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作为，书写出彩人生。

［参 考 文 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45 页。
［2］
［7］
［17］《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41、686、706 页。
［3］
［9］
［10］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8、80、
80、278 页。
［4］
［5］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6、310 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3 页。
［8］
［31］
［44］《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0、190、213 页。
［11］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 页。
［12］
［34］［42］
［43］
［47］
［4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4－55、302、125、540、
333、334 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7 页。
［14］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14、74 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2
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74 页。
［18］李玉琦：
《中国共青团团史简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 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1
页。
［21］
［22］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7、91、
91 页。
［23］《刘少奇选集》
（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37 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9 页。
［26］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5、85 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6 页。
［28］《江泽民文选》
（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72 页。
［29］《江泽民文选》
（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88 页。
［30］《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6 页。
［32］江泽民：
《在李大钊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9 年 10 月 29 日。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93 页。
［35］《教 育 部 关 于 印 发〈新 时 代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工 作 基 本 要 求〉的 通 知》，http：//www.moe.gov.cn/sycsite/AB/
moe-772/201804/t20180424-334099.html
［38］
［40］
［41］
［45］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5－6、
10、12 页。
［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78 页。

（责任编辑：韩永涛）

· 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