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兴于“主义”而点亮“国魂”

魂者，精神支柱也！有位哲人说，山有山魂，海有海
魂，一座城市有市魂，一个国家有国魂。漫漫长夜，最需要
点亮的是“国魂”。一百年前，新民学会的青年精英们思考
着一个沉重的问题：我们的“魂”在哪里？

英杰汇聚，“主义”为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
之前，他们也曾被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
新村主义等思潮所感染。岳麓山下，毛泽东等人就进行过
失败的新村试验。但他们毫不气馁，有计划地分成坚守国
内和远赴欧洲两部分会员，继续进行艰辛的研究、探索与
实践。

世界大潮翻腾，湘水岂能沉闷？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
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感叹道：“咳，湘江，湘江！你真
枉成于地球上。”进而笔锋一转：“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
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
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这浩浩荡荡的新思
潮，是不是他们苦苦追寻的“魂”呢？

当然， 这还得从塞纳河畔和湘江之滨分别来梳理。
1919年冬天， 一艘法国邮轮离开上海， 毛泽东在码头送
行，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前往欧洲勤工俭学。在塞纳河畔
的法国小镇蒙达尔纪，蔡和森、向警予“猛看猛译”马克思
学说，捧着一本《资本论》结成了“向蔡同盟”。1920年7月，
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召集新民学会旅欧分会和工学
世界社社员共30余人在这一小镇的公园开会，史称“蒙达
尼会议”， 正式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和建党主张。蔡
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三封信中，系统介绍马列的基本学说，
并提出“明目张胆地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
回信称， 蔡和森“这封信见地极当， 我没有一个字不赞
成”。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1921年元旦， 湘江之滨的会员在长沙文化书社召开
新民学会新年会议。激烈争论过后，毛泽东站起来，铿锵
有力地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大家才有所
指望，才知所趋赴”。这个“主义”是什么呢？他坚定地挥舞
着手臂：“以我的接洽为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
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统一主义，就是愿
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 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这次年会决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宗
旨，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作为方法和路径。新民学会
从寻找“主义”直到正式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诸
多青年社团中脱颖而出并产生深远影响。

青年兴于“主义”，而“主义”点亮“国魂”。新民学会从成
立到1921年逐步停止活动，共三年多时间，前后有70多位会
员，其中37名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毛泽东将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在茫茫黑夜中点亮了“党魂”“军魂”和“国魂”。

时代可以变迁，灵魂不可缺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当代
的“党魂”“军魂”和“国魂”。新时代的青年，唯有深刻领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铸牢灵魂，肩负起新时
代祖国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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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需
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同样，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也需要
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在开创新中
国、 建设新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
进程中， 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出巨
大牺牲和重要贡献的湘籍英模。
他们具有的坚定信念、博大胸怀、
忘我精神， 正是湖南精神的最好
写照。今天，弘扬湘籍英模精神，
有助于增强湖南文化自信， 为我
们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

湘籍英模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 他们的精神凝聚了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子，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湘籍英模精神蕴含了传统文
化中的担当意识、牺牲精神。为实
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强盛，无
数湘籍仁人志士在探索救国救民
的道路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
斗争， 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产生
了重要的作用。杨开慧、蔡和森、
何叔衡、向警予、邓中夏、罗亦农、
夏明翰、李白、贺英等人，积极从
事马列主义传播工作，从事工农、
妇女运动。 他们为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 为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
而艰苦奋斗， 敢于担当， 敢于拼
搏，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湘籍英模精神凝聚了革命文
化中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陈
毅安、蔡和森、蔡申熙、陈树湘、段
德昌、黄公略、何叔衡、李白、毛泽
民、毛泽覃、王尔琢、寻淮洲、左权等人，在井冈
山、中央苏区红军队伍中英勇奋斗，在长征途中
浴血奋战，在抗日战场殊死搏斗，为中国革命献
出宝贵的生命。他们壮烈牺牲、英年早逝，却为
创建和保卫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长
征中担负起艰巨的任务。

湘籍英模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
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
色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苟利国家生死以”
“留取丹心照汗青”。罗盛教、毛岸英、欧阳海、雷
锋等人，他们为人民服务，舍己为人，在创立、建
设、保卫新中国的伟大历程中，谱写了壮丽的篇
章，是时代的先锋、祖国的骄傲。“雷锋精神”更
是时代文化的表征，是伟大民族精神的体现。

（二）

如何传承湘籍英模精神， 坚定湖南文化自
信，推动湖南文化繁荣兴盛，为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这是新时代每一
个湖南人必须解答好的命题。笔者认为，要从三
个方面破题。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凝聚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
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和抵制各种诬陷、
毁谤、歪曲英模的观点和行为，杜绝非主流意识
形态对湘籍英模的话语表达错误。 要旗帜鲜明
地维护湘籍英模的英雄本色和光辉形象， 建设
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使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
紧紧团结在一起。

广播湘籍英模精神种子， 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湘籍英模精神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生动体现， 凝结着人民共同的价值追
求。2014年3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某工兵团

“雷锋连” 指导员谢正谊说：“雷锋精神是永恒
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你们要
做雷锋精神的种子， 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
地上。”我们要落实总书记指示，不仅要广播雷
锋精神的种子， 更要把湘籍英模精神融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让
湘籍英模精神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发挥湘籍英
模精神对教育和精神文明创建的引领作用。

创作湘籍英模文艺作品， 加强社会主义思
想道德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
希望。要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对湘籍英
模精神的宣传阐释， 推出讴歌湘籍英模的精品
力作，创造有品位、有格调、有责任的作品，抵制
低俗、庸俗、媚俗的作品，抢占新媒体舆论阵地。
通过优秀的作品，弘扬湘籍英模精神，加强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作者系省社科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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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
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历史的镜子映照出这一真理
的光芒。100年前，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有志青
年，在长沙一座简陋的院子里组成了“五四”时期全国最
有影响的青年社团———新民学会。从此，学会中许多人将
自己的前途命运，融入到探寻“国兴”、致力“国强”的征途
中，谱写了一曲曲“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壮丽篇章。在“五
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们回望革命先驱的足迹，特别是
从新民学会探寻青年兴于何处而又怎样致力于“国兴”的
历史逻辑， 对于激励当代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接力奋斗，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青年兴于“忧患”而呼唤“国醒”

1918年4月14日，在岳麓山下的蔡和森家中，也就
是一个被称之为长沙“刘家台子”的院子里，13位英姿
焕发的青年精英激情聚首， 宣告了新民学会的成立。当
时，毛泽东不到25岁，蔡和森刚满23岁。这是一群具有强
烈忧患意识的有志青年的集合。

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列强侵略，军阀混战，山河破
碎，民不聊生。面对黑暗的现实，《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
动，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绽放出一丝崭新的曙光。千里之
外的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这宛如一道闪电，刺破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
那黑暗的夜空。不少仁人志士特别是进步青年，高扬“民
主”与“科学”的旗帜，追求个性解放，掀起了反帝反封建
的浪潮。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湖南进步青年，无论
在北京、上海还是长沙，都毫无顾忌地冲在前线，勇立潮
头。

湖南身处国之腹地，是军阀南来北往的拉锯战场，战
火连年不断，政治暮气至深,官场腐败已甚。但，这是一方
神奇的水土：“文脉深、文源广、文气足”。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在汨罗江
的叹息穿越时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
颐的《爱莲说》千年传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熠熠生辉；“六经责我开生
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夫之自题画像的对联风骨依然；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壮举警醒
湘人、国人……

深受进步思想影响又浸润于湖湘文化的毛泽东、蔡
和森、 萧子升等一批青年学子， 在湖南第一师范展开了

“恰同学少年”的沸腾生活，开始放飞“指点江山”的青春
梦想。毛泽东畅游北去的湘江，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
沉浮”的仰天长问，展示了“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
然壮气；蔡和森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上，心潮澎湃，感叹

“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一批忧国忧民、志同道合
的湖湘青年，就这样汇聚到了“刘家台子”。他们要以自己
强烈的忧患意识，唤醒中国这只沉睡已久的“狮子”；他们
还要以非凡的责任担当，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百年后的中国，这只东方雄狮
不仅早就醒了，而且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正以崭新的姿态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但必须看
到，尽管唤醒的是友谊的“狮子”、和平的“狮子”，但世界
上仍有一些敌对势力，不希望看到中华民族的强盛，他们
还会使出各种伎俩，阻挠中国的崛起、发展和完全统一。
百年沧桑，感慨万千，我们尤其要铭记“兴于忧患而衰于
安乐”的至理名言。新时代的青年，肩负祖国的希望和民
族的未来，更应常怀忧患之心，永不停息地砥砺奋进。

一个国家的“国力”，不单纯是钢铁和银两
的堆砌，更重要的是青年的团结与民众的联合。

1919年7月至8月，《湘江评论》只编发了5期
就被湖南督军张敬尧查封了， 而在第2、3、4期
上，连载了毛泽东的壮美长文《民众的大联合》。
这种“大联合”，被毛泽东称之为“社会改造的根
本方法”，也就是要靠这种“大联合”来积聚能
量、增强“国力”。

“联合”，最基本的是凝聚志同道合者，实现
“有师有友”。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就
提出：“人非圣贤， 不能孑然而有所成就， 亲师而
外，取友为急，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1915年
暑假过后，毛泽东“效嘤鸣之求，步将伯之呼”，发
出《征友启事》，想方设法寻找有共同信仰、志趣相
投的朋友。罗章龙以“纵宇一郎”的署名最早应征。
共同的理念之下，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
衡、张昆弟、罗学瓒、罗章龙等一批有志青年团结
在一起，他们登上岳麓山，畅游湘江，在橘子洲头
漫谈“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时与斯诺回忆时说： 我逐渐
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人数不多，但都是
思想上很认真的人。 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
性质，人类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新

民学会正是这样一批自觉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
青年，汇聚起来后释放出强大的力量。

“联合”，最重要的是深入工农，实现“民众
的大联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留在国内的新民
学会会员，深入社会实践，以《湘江评论》《新湖
南》传播新思想，唤起民众，并为“驱张运动”四
处奔波，直至取得胜利。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旅法
勤工俭学的会员，先后发动和组织了“二二八运
动”“拒款斗争”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等三大
运动。他们在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中，积聚了力
量，也成熟了自己。

中国共产党及其湖南支部于1921年下半年
先后成立，新民学会逐渐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退
出了历史舞台。但学会倡导的凝聚青年、联合民众
的“社会改造根本方法”，通过杰出的会员代表
毛泽东、蔡和森等带到党内而不断发扬光大，成为
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胜利之本。

一滴水只有融进大海才不会干涸。 积聚和
提升“国力”，靠一代代有志青年实现民众大联
合，勠力同心、接力拼搏。新民学会昭示我们：中
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 中国青年
也是具有伟大“联合”精神的青年，这就是我们
无穷无尽的“国力”之所在。

新民学会一贯倡导砥砺品行，奋斗向上。《湘
江评论》号召青年不懈奋斗，毛泽东的文笔更是让
每一位青年读者的心跳加速：“我们知道了！ 我们
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
干？”读到这样的战斗雄文，连蔡和森54岁的母亲
葛健豪也书赠《湘江评论》：“波骇涛惊，湘江掀起
滔天浪；笔飞墨舞，评论发表激扬文。”

毛泽东不仅“笔飞墨舞”“激扬文字”，而且
身体力行、率先奋斗。《湘江评论》被查封后，他
又接手办起《新湖南》周刊，言明“什么都可以牺
牲，唯宗旨绝对不能牺牲！”《新湖南》成为了《湘
江评论》的“化身”，不久也被张敬尧查封。战斗
正未有穷期，不屈不挠的毛泽东利用《大公报》
《女界钟》等报刊，继续发表锋利如刃的战斗檄
文，撕开反动军阀统治的真面目，为改变民族和
国家命运而奋力奔走呼号。

奋斗是艰辛清苦的，也是考验意志的。学会
成立之初，就倡导“砥砺品行，改良人心习俗”，
制定了“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
妓”的五条戒律。在寒秋的湘江，毛泽东“携来百
侣曾游”，且冬天用冷水浴、夏天用日光浴强身
健体，表现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决心
和毅力。 为筹备赴法勤工俭学， 毛泽东与蔡和
森、罗学瓒等24位青年奔走于北京、保定等地，
常挤住在北方一通铺炕上“大被同眠”，连翻身
“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无论在法国勤工俭
学还是回国主编《向导》，蔡和森常常穿着单薄
的衣服，忍受着严重的哮喘，翻着字典，刻着钢

板，“猛看猛译”，甚至忘记洗漱、理发，“囚首垢
面而谈马克思主义”。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1921年春，毛泽东回到
韶山，教育弟妹们投身革命，他先后有六位亲人献
出了生命。42岁加入新民学会的何叔衡， 是年龄
最大的会员， 依然洋溢着青春奋斗的气息。1921
年6月29日，他与毛泽东代表长沙党的早期组织，
乘一艘小火轮离开湘江码头，到上海参加党的一
大。就是这样一位新民学会骨干会员和党的重要
创始人，1935年在长汀战斗中壮烈牺牲， 实践了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新民学会会
员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还有蔡和森、向警予、夏曦、
郭亮、罗学瓒、张昆弟、彭璜、李启汉、陈昌、谢南
岭、陈子博、彭道良、欧阳泽、罗宗翰等多人。

青春兴于奋斗，而奋斗改变“国运”。新民学会
成立时，罗章龙曾赋诗一首，前两句这样写道：“济
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历史的演进印证了诗人
的预感。新民学会从成立到逐步停止活动，虽然只
有三年多，但铸造了永恒的奋斗精神，孕育了一代
伟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
李维汉、谢觉哉、蔡畅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他
们靠奋斗不仅创造了辉煌的人生，而且改写了中
华民族的历史，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青年朋友们，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这
是2013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界优秀
青年座谈会上的谆谆教诲。今天，我们回首新民学
会革命先驱的奋斗历程，重温习总书记这段语重
心长的教诲，备受鼓舞，深得教益。

青春年华，光顾每个人只有一次；而真正美
好的青春，属于那些既仰望星空、放飞梦想，又
脚踏实地、追梦圆梦的人。

与其说一百年前新民学会在湘江之滨正式成
立， 不如说一群放飞梦想的青年在岳麓山下激情
聚首。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从“孩儿立志
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到“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无不源于实现民族复兴、国家
强盛伟大梦想的驱使。他在创办《政治周报》时明
确宣示：“为什么要革命？ 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
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
幸福。”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梦想。

与国家和民族相连的青春梦想， 才真正魅
力四射。五四时期，新民学会能够在众多青年社
团中脱颖而出，就是把个人理想、青春梦想，与
追求民族复兴、 国家强盛的中国梦紧紧地连在
了一起。 蔡和森在一次赴京筹备旅法勤工俭学
途中，颇有感慨，即兴赋诗《少年行———北上过
洞庭有感》，其中“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的
佳句，抒发的正是放飞梦想、肩负天下的万丈豪
情。 他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为梦想交了一份
“两千年来历史上破天荒的荣誉作业”， 点亮了
“黑暗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毛泽东这样评价
他：“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和森同志都做到

了。”向警予牺牲时，年仅33岁。在她诞辰120周
年的时候，家乡的人们这样形容她：警予，您因
信仰而永远美丽，也因梦想而永远年轻！

梦想与奋斗结合，其力量是无限的。新民学
会虽然只活动了三年多时间，但以毛泽东、蔡和
森为杰出代表的许多会员， 为民族复兴的伟大
梦想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正如毛泽东在《湘江评
论》中所号召的：“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
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
世界，就在面前！”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从新民
学会到中国共产党， 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百年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中华民族
终于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飞跃！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
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
追梦、圆梦仍然在路上。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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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
中变为现实。”肩负伟大使命的当代青年，一定要
牢记习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嘱托，坚定理想信念，
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

（作者系省人民政府参事、省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会长）

3 青年兴于“联合”而积聚“国力”

4 青年兴于“奋斗”而改变“国运”

5 青年兴于“梦想”而实现“国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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