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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和政治影响都十分有限，为扩大组织规模，实现既定

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着重从文化层面塑造青年群体的政治形象，突出青年与政治、与国

家、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必然联系，阐释青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

党不断抬升“新青年”的社会形象，鼓舞和肯定青年的政治参与；通过突出民族矛盾的方

式，强化青年的民族意识，实现“中国青年”的身份认同，以“中国青年”对中国社会的

必然使命，论述青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运动的必然性，成功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目标内化为青年群体的政治目标，将青年由社会群体转变为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青年群体；政治形象；文化性塑造 

初创时期，为争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中

国共产党扩充党员、壮大组织的任务十分迫

切。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

党，中国共产党承继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将青年视作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青年作为历史的必然继承者，承担着改造社

会的历史使命。由此，初创阶段急于扩大组织

的中国共产党选择青年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对

象。

“青年”这一概念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而

逐渐形成，中国的青年对这一概念并不熟悉。

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想将青年作为政治动员的

对象，号召青年加入革命洪流，首先要不断宣

传，以“青年”这一概念将散布在中国社会各

地区、各行业的进步力量聚集起来形成一个独

立的社会阶级，并且要将青年放在近代中国社

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启蒙青年的政治意

识，开启青年的政治参与，这是动员青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的前提。其次，青年的政治参与不

是浅尝辄止的，他们担负着改造中国社会、实

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崇高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

必须使青年意识到这一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因此塑造了“新青年”这一全新的国民形象，

促进青年主动承担起社会历史赋予的责任。然

而青年主动参与政治、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意

味着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建立青年与中

国共产党之间的必然联系，中国共产党将“新青

年”进一步塑造为“中国青年”，揭示了中国

共产党与青年的内在同向性，强调青年只有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改造社会，才能实现

自我价值，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完成了文化

层面上对青年群体政治形象的塑造。

一、从分散到聚合：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群体

的政治意识启蒙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进行政治动员的出发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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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点都是促进青年的政治参与，因此，中国

共产党必须在动员中突出青年的政治属性，突

出强化青年的政治主体身份。

1921年前后，中国社会四分五裂，帝国主

义列强瓜分国土，封建军阀各自为政，青年在

地域分布上天然是分散的；此外，青年还有

年龄、性别、行业、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社

会地位等要素的差别。为团结更多的青年，扩

大政治动员范围，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青年”

视作一个整体，并未突出青年群体的差异，而

是以“青年”这一概念将分布在各地区各行业

的青少年聚合起来，将适龄的“青年工人、农

民、店员、艺徒、低级职员以及中等以下的学

生，平民学校、补习学校之穷苦学生”[1]、军

警、妇女、工人子弟等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广

大群体都集中于“青年”这一范畴，强调维护

全体青年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有两层

积极意义：第一，最大程度集中了具有良好教

育背景、具有改造中国社会宏愿和最具有革命

精神的有志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提

供了为数众多的对象；第二，“青年”在中国

共产党的动员体系中始终以群体形象出现，是

社会的重要构成，这就使得“青年”一词兼具

社会意义与政治意义，中国共产党也由此开始

构建青年与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将“青年”

由社会群体塑造为政治主体。

中国共产党强调青年群体共同的性格特

点，在气质上将青年视为一个整体。青年处于

人生的上升阶段，气性刚烈，勇敢坚毅，有强

烈的反抗意识和卓越的行动能力。自五四运动

开始，青年学生始终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

线，反基督教运动、驱彭挽蔡运动、五卅运动

等反帝反封建运动中，青年学生总是第一时间

响应并发动其他青年共同参与；罢工运动中

“青年工人最勇敢，肯牺牲，能奋斗”[2]，是

罢工运动的先锋军；青年农民“亦如青年工人

一样的勇敢肯干”[3]，在农会中担负了许多工

作，与地主、土匪、贪官劣绅、反动军队奋勇

抗争；学生军中的进步青年分子“总是拥护工

农的利益”[4]，反对反动军队摧残工农的暴举。

总而言之，来自不同省份、不同教育程度和行

业背景的青年，都在爱国运动中表现出了勇往

直前、冲决一切障碍的锐气，中国共产党对此

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国共产党以共同的政治诉求将青年凝聚在

一起。中国共产党认为，无论何种文化背景，

从事什么职业，青年都处于被剥削、被压迫

的地位，都有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政治

诉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对青年的生存状况表示出了深切的关注与忧

虑，将青年的生存环境形容为“活地狱”：青

年工人在资本压榨下承受着极大的工作强度和

极差的工作环境，工钱极少，只能勉强维持生

存；青年农民因资本涌入和土地兼并逐渐沦为

佣工或被强制征兵；青年妇女的遭遇更是“简

直惨无人道”[5]；全国绝大部分的青年都无法正

常享有政治、经济、教育上的权利。青年想要

改善生存环境，争取自身权益，就必须获得相

应的政治地位，一切问题都受到政治问题的牵

制，若不先解决政治问题，“什么问题也是很

难解决的”[6]。

当青年由个体聚合为群体，当不同青年群体

具有相同的利益诉求，青年群体所面临的困境

便不仅仅是个人境遇问题，而是关乎整个群体

生存与发展的社会问题，直接与政治相联系。

谋求群体利益的青年，必定要参与政治。由

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塑造下，内部存在

诸多差异的青年群体始终以整体形象出现在中

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语境中，成为一个团结起

来的、有强烈政治参与需求的群体。

二、从“新青年”到“新国家”：中共对

青年责任意识的塑造

要调动青年的政治积极性，就必然要肯定青

年的政治地位与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提

及和抬升“新青年”的形象，充分肯定青年政

治参与的正当性。

中国共产党从客观、主观两方面论证了青年

政治参与的正当性。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惨遭摧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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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倾覆无有完卵，青年乃至全社会都在政治的

裹挟之下，客观环境要求青年参与政治。钱穆

研究称“青年乃民国以来一新名词”[7]，可见，

“青年”概念的诞生原本就与政治的发展密切

相关。以往，中国社会的主流观点都不主张青

年过多参与政治，但中国共产党认为，青年作

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是无法回避政治

的，“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8]，

否则“政治总会寻着你的”[9]；其次，青年人相

较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有着更加迫切的发展需

求，对社会的黑暗腐朽有着更加深切的痛恨。

同时，青年往往接受过更多教育，更容易接受

先进思想，因此，青年是最主要的革命力量。

青年的革命意识能否觉醒，青年的革命作用能

否有效发挥，将决定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

的成败。换言之，青年的诉求，只能依靠青年

自己来实现。

在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政治动员话语体系

中，此青年非彼青年。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

前，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已

经明确表达过青年要担当“再造国家民族之责

任”[10]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对青年

的地位与作用的阐述更加具体。塑造了“新青

年”这一全新的国民形象以区别于“旧青年”，

阐述了“新青年”建设“新国家”的主张。

“新青年”在身体素质方面有着与“旧青

年”截然不同的面貌。陈独秀、高一涵、高语

罕等人均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了青年应该具有

良好身体素质的观点。一直以来，中国青年的

代名词都是“白面书生”。这本来是称赞青年

的词语，但是1921年前后的中国，举国上下，

青年没有“桓武之态”[11]，“手无缚鸡之力，

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细腰，妩媚如处子；畏寒

怯热，柔弱如病夫”[12]，青年人的青年身体被

禁锢在老年的思想和灵魂中，所以不能发挥和

显现出青年应有的蓬勃生气。对青年糟糕的身

体状况的批判，事实上饱含着深切的期待，中

国共产党描绘的“新青年”形象，在身体素质

方面，应该是“健壮活泼”“面红体壮”[13]

的，只有生理上达到真正的青年资格，方能被

称作“新青年”。

在精神和心理层面，中国共产党也塑造了

全新的青年群体形象。早在1915年《青年杂

志》创刊之际，陈独秀就提出了青年应具备的

“六义”，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

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

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

的” [14]。这几点对于青年的要求，虽然仍然

较为抽象，不具有现实的行为指导性，但从思

想启蒙的角度对青年提出了殷切期待，能够唤

起青年觉醒，鼓励和号召青年为国家民族而奋

斗。随后，在《新青年》一文中，陈独秀进一

步指出了新青年在精神层面上应达到的标准：

“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

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

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

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15]李大钊

对“新青年”的精神做了补充，他指出，“新

青年”不会畏惧强权，不会畏惧暴力、迫害与

牺牲 [16]，只会坚定青年继续革命的决心。通

过不断的宣传，生理上强健有力、精神上自主

进取的“新青年”形象被建构和树立起来。由

此，在“新青年”形象的鼓舞和号召下，青年

的意识逐渐苏醒，冲破了“三纲五常”和“长

幼有序”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束缚，开始在政

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形象的重塑与歌颂，除

获得青年群体的广泛好感之外，更为将国家希

望寄托于青年做了铺垫。当时的进步杂志中，

痛陈中国社会积弊、痛斥中国人的弱点，是一

个重要的主题，这类主题的文章不约而同地描

述了一个世风日下、国民麻木、政治落后、经

济凋敝的病弱的、腐朽的、老旧的“国家”形

象，老旧的国家与新鲜的青年，自然而然形成

了一种互相矛盾的张力。老旧的要被淘汰，新

鲜者将取而代之，“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

坏陈腐学说之囹圄”[17]。显然，在风雨飘摇、

战火纷飞的近代中国里，“新青年”这样一个

“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犹

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18]的初春朝日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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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带给古老陈旧、千疮百孔的中国“新陈

代谢”般重生的希望和喜悦。在对“新青年”

这一全新国民形象的勾勒和憧憬中，李大钊、

陈独秀等人开始将青年群体与国家的命运紧密

结合在一起，将建设“新国家”的期待寄托于

“新青年”。陈独秀将“新青年”建设“新国

家”的使命比喻为“造桥”，他勉励青年，古

往今来的仁人志士都在做“造桥”的工作，青

年应该承继和接续这一事业，造出又长又阔的

桥，容得大家在桥上行车跑马，再架上楼阁亭

台，及至彼时，这桥本身便成为了全中国乃至全

世界想要到达的“彼岸”。[19]

中国共产党对“新青年”形象的塑造，赋

予了青年改造国家与社会的责任与使命，建立

“新国家”的任务理所当然应该由生理与精

神都焕然一新的“新青年”来承担。青年群体

作为社会一分子，不仅要积极参与政治，更要

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力挽狂澜，发挥青年群体

在民族独立与社会改造中的决定性作用。“新

青年”这一青年群体政治形象的建立，将青年

与国家的关系彻底关联在一起，青年兴则国家

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三、从“新青年”到“中国青年”：中共

对青年群体的民族精神的塑造

“新青年”这一国民形象的成功塑造，使青

年不仅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被压迫剥

削的萎靡形象，转而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还被中国共产党赋予了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

义的政治使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共同的政

治目标。但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的

“新青年”，并不必然走向革命的行动。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强调帝国主义与中

国的民族矛盾，强调敌我双方，构筑了青年参

与革命的心理基础和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中

国共产党对青年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不仅限定于

宏观的社会历史角度，而是将青年与无产阶级

政党、以及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紧密

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通过将日常苦难上升为阶级苦难

的方式培养青年的阶级觉悟，强调只有革命才

能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指出，青

年之所以“常常失业、流离”[20]，之所以生活

无以为继，并不是因为命苦，就是因为帝国主

义对中国的侵略，输入洋货，剥削中国人民，

攫取中国的财富；帝国主义培植下的军阀，也

是“蹂躏中国人民的仇敌”，“工贼和反革命

分子，是与工人势不两立的仇敌，却是保障帝

国主义者发财的走卒”。[21]国际帝国主义及其

走狗军阀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根源，那么解除痛

苦的根源便在于打倒他们。他们的利益与中国

人民的利益是彻底对立的，没有一丝一毫共存

的可能，因此革命是不能避免的，全国人民必

须团结一致，“与这班仇敌作一最后的死战不

可”[22]。中国共产党强调，组织及教育青年是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工作”[23]，党和团的

青年教育主要内容则是“有产阶级存在一天，

我们无产阶级便一天得不到完满的自由”[24]。

中国青年在这场势在必行的革命中，具有至关

重要、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不可一日无青

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

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25]任何青

年，想要获得应有的权利，维持自身的生存发

展，“只有身体力行一法”[26]。酝酿过程中，

青年已经“显然可见其必须担负指导群众的责

任”，须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好”。[27]

中国共产党强调“敌强我弱”的敌我双方

力量对比，强化青年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便有代表提出，一旦遇有外国人欺压中国人的

事件，就要抓住时机，大肆宣传帝国主义和封

建军阀的残酷暴行，激发蕴含在青年性格中天

然的反抗意识和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深知，

民族危亡之际，“中国”二字便是青年群体的

敏感神经，于是采用了“以哀动人”的策略，

突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弱者形象，以引起青

年的同情，加深青年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等

敌人的仇视，“‘悲壮’……的文字颇能感动

一般青年” [28]，这样的方法“屡试不爽”。

国际社会上任人欺凌的中国与社会生活中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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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的青年，同为弱者的境遇，使得青年群体

作为中国人的爱国精神空前高涨，国家民族当

前，“中国青年”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社会构

成，更是一个蕴藏着无限能量的政治资源。

如果说“新青年”是寄托着中国共产党和

全社会对“新国家”的期待的抽象形象，“中

国青年”的指向性则更加明确，青年不仅是

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更是新社会的开拓者和

建造者。这一点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

物——《中国青年》的创刊宗旨也可窥见一

斑。1923年10月，《中国青年》创刊，发刊辞

中明确指出，生气勃勃的青年是“中国的唯一

希望”[29]，“救中国是一般青年的使命”[30]，

青年需要切实采取行动来实现改造中国的愿

望。相较于“新青年”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

《中国青年》明确创办宗旨就是要教导青年怎

样做事，以及如何改良正在做的事。青年需

要读书，需要做事，并且要“用做事以学做

事”[31]。以第1卷为例，1923年总计11期《中国

青年》发表的73篇文章中，指导青年如何学习、

工作、开展革命的文章就有34篇，几近半数。

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化方式，赋予“青年”

这一概念更加丰富的政治意义，将青年塑造为

代表进步思想、拥有健康体魄、追求民主自由

的社会先锋力量，使青年因身份认同产生自豪

感，从而激发青年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改造社会

的勇气。伴随着“新青年”到“中国青年”政

治形象的文化性塑造，中国共产党与青年树立

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构建了共同的爱国情绪，

巩固了共同的行动立场，三者层层递进，互相

促进，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与青年之间的

关系：青年与国家有着必然联系，以建立新政

权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有着天然联系。

由此，中国共产党借由青年群体的政治形象塑

造建立了“青年—社会—国家—中国共产党—

青年”的逻辑勾连，成功将青年从社会力量转

变为政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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