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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远生

今年，2019年，是伟大的五四
运动100周年。百年过去，五四运
动的伟大未减分毫。

一、 五四运动为什么伟大？首
先是因为伟人毛泽东所说的两个
“彻底地不妥协地”。“两个彻底”深
刻地揭示了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
和历史意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
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
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
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
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青
年的精神导师陈独秀， 有一句名
言：“我们青年人要立志出了研究
室就入监狱， 出了监狱就入研究
室， 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
活。”这种革命的人生态度就是“彻
底地不妥协地”。

五四运动的湖南青年领袖
毛泽东，张扬“官僚不要怕，军阀不
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这种斗争态
度，也是“彻底地不妥协地”。

五四运动， 旗帜鲜明地喊出
“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彻底地不
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因此，五四运
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
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引起一
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
播运动，“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
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
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
千年。”

毛泽东对五四运动情有独钟，
曾给予详细评述。他说过，五四运
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
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
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
文化革命， 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五
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
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
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五四
运动， 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
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时说：“现在定
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
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以五
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以纪念这个
伟大的日子。

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把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
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评价为
“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
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他
向广大中国青年发出号召：广大青
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就是在
党的领导下，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
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以执着的
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
硬的本领， 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
担负起历史重任，让五四精神放射
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二、 五四运动为什么伟大？是
因为它创造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社
会历史发展的五四精神。五四精神
彰显了五四运动的发展意义和百
年来社会进步价值。

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
国、进步、民主、科学”。概括而言，
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
建的爱国精神”。

五四运动把“德先生”（民主）、
“赛先生”（科学）引入中国，高举起
民主科学大旗，创造了五四运动的
民主科学精神，从根本上改变了中
国人受封建主义的迷信和专制压
迫的命运，倡扬民主、反对专制、科
学救国、教育救国成为那一代人不
懈奋斗的理想和事业。

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开端，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
解放运动，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爱国、进步、

民主、科学，成为“五四精神”的主
要内涵和永恒价值。爱国主义是五
四精神的源泉， 民主与科学是五
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
新、解放思想、积极变革是民主与
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 理性精
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
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
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比起北
京、上海，湖南只是一个“偏师”。但
是，在民主、科学、文明、自由的时
代精神照耀下， 湖南的人和事，其
文化影响和社会作用，却远远超出
湖南一隅， 而洞庭湖大潮波及全
国，极大地影响到中国人民革命的
进程和现代化道路的走向。

当年， 青年毛泽东就是启蒙
者、播火者。他高举起爱国、进步、
民主、科学的旗帜，积极传播真理，
传播马列主义学说。1919年7月14
日主编出版了《湘江评论》， 确定
“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他撰写
发表长篇檄文《民众的大联合》和
国内外大事述评、时事杂感等30多
篇，阐述对马克思学说和俄国十月
革命初步研究的收获，宣传对世界
局势和中国社会革命的认识和主
张。《湘江评论》的稿子经常不能按
时收齐，毛泽东就夜以继日，亲自
撰稿、编辑、排版、校对、上街叫卖。
虽然生活异常艰苦，身上穿的灰布
长衫和白布裤已经破旧，但是在时
代大潮激荡下，毛泽东忘却捉襟见
肘的窘困，精神极其振奋，创造力
空前活跃。第一期印两千份，当天
销完，又重印两千份。第二期起每
期印五千份，又出了“临时增刊”第
一号。《湘江评论》在湖南、在中国
产生了很大影响。任弼时、郭亮、萧
劲光都是通过阅读《湘江评论》受
到革命启蒙，北京、上海、成都的报
刊也都转载或评论过《湘江评论》
发表的那些痛快淋漓的檄文，陈独
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代
表人物也曾经赞赏有加。

在去年纪念五四运动99周年
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大
学，阐述说：1939年5月，毛泽东同
志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说：
“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
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
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
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
每个青年都应该珍惜这个伟大时
代，做新时代的奋斗者、五四精神
的传承者。

三、 五四运动为什么伟大？更
是因为它代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
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代表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程。

100年前, 伟大的五四运动如
同暗夜中的一道闪电照亮了中国
历史的星空。 伟大的五四运动,标
志着中国青年成为中国人民反帝
反封建斗争的急先锋。 毛泽东指
出，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
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
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
的地方。”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 涌现出
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
的先进分子。 数十万学生英勇地
走在运动的前头， 成为运动的先
锋。这一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以
陈独秀、 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
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
子， 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
发起人。

毛泽东说过，五四运动，开始
只是觉悟的、 先进的学生参加，发
展到“六三”时，在上海已经不只是
学生，而且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
加，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
江流域都卷进这个潮流里去了。五
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
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
等。

可以说，20世
纪初中国人民的优
秀儿女、 社会各界
的风云人物， 大多
卷入了这场反帝反
封建的爱国民主运
动。 中国共产党正
式建党之前的50多
名早期党员， 包括
陈独秀、董必武、何

叔衡、贺民范等前清秀才都参加了
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
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
东、李达、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
恽代英、周恩来、罗亦农、罗章龙、
赵世炎、张闻天、沈泽民，中国近代
文化名人鲁迅、胡适、蔡元培、梁启
超、林长民、邵飘萍、钱玄同、梁漱
溟、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孙伏
园，均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

回想一下，百年之前，青年
毛泽东和他的志同道合的湖南学
友们，是怎样一种文化觉醒，获得
了终身的使命感和不渝的信仰，让
他们自觉放弃了升学、就业、出国、
从政等等“优则仕”的“跃龙门”机
会，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拥抱新思
想新文化， 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
义、动员青年和群众觉悟起来进行
斗争，那样一种近似苦行僧、俨然
布道者的生涯和事业中去呢？而湖
南各县的青年学子之中，竟然有那
么多人群起响应、 生死与共呢？比
如夏明翰， 官僚家庭出身的少爷，
就在一个夜里逃出家门， 跟着青
年导师毛泽东到长沙去了， 加入
青年团、加入共产党、成为湖南自
修大学的第一名学员， 最后成为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
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的著名英
烈。还有黄克诚、张际春、曾希圣、
张平化、张经武等人，就在省立
第三师范学校的风雨操场上听了
毛泽东的一番讲演， 受到革命的
启蒙，日后考黄埔、搞农运、上井
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奋斗终
身，至死无悔。

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
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
史舞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
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深入工人群众，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
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
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备。

在五四运动中，广大青年学生
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
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
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民间去”，到
工人中去开办学校、 组织工会。这
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
骨干。

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建团时，就
开始摸索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
结合的途径。1921年10月，毛泽东
与夏明翰一道去衡阳，向第三师范
进步教师和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
的宣传，告诫青年运动要在先进阶
级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才能有所
成就。要求党团员要带领知识青年
积极分子深入工矿、农村。工人革
命性最强， 建党要与工人结合起
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衡阳地方
党组织先后指派蒋先云、 唐朝英、
黄静源、韦汉等中共党员到水口山
矿进行革命宣传，同时使自己也得
到了实践的锻炼和考验，从而成长
起来。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
中指出：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
青年们， 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
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
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
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
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
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
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
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
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
军队。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树立了一
座丰碑。 这场伟大的爱国救亡运
动， 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
起。这次伟大的新文化运动，极大
地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文化自觉。一
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青
年学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
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
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
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中国人民
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事业的壮丽
篇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

（作者系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
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王文珍

一百年前， 新青年高举“外争主
权，内除国贼”旗帜，迎风飘展；一百年
前， 民主科学的新思潮汇聚成滔滔巨
流， 推开了洞庭湖尘封已久的闸门。
1919年，一群心怀忧患、担当奋斗的湖
南青年“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勇
立五四运动的潮头，吹响了“与境遇奋
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的战斗
号角。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
前赴后继、自强不息，以青春之我、奋
斗之我， 推动了中华民族自新文化运
动开始的伟大觉醒， 一步一个脚印迈
向1921年的伟大开端。

湖湘文化孕育湖南青年
伟大的觉醒

常怀忧患之思，常存进取之志，是
“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
倔强” 的湖湘血脉最鲜明烙印。 身处

“八分山水二分田”的逆境，倔强的湖
南人为了谋求发展和出路， 曾无数次
披荆斩棘，战天斗地。正如晚清名臣左
宗棠所言:“吾湘之人， 厌声华而耐坚
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
朴；惟其耐坚苦，故强。”在他们奋力写
下湖南发展史的同时， 也将忧患意识
一代代传承下来。

1910年的长沙， 一曲悲怆豪迈的
歌曲响彻全城学生运动会的会场：“大
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沅有
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芬。风强俗劲，
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
下，我辈是豪强。听军歌淋漓悲壮，旌
旗尽飞扬。宛然是，枪林弹雨，血战沙
场样。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
象……”或许，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生
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湖南子弟，一步步
遵循着内心的召唤， 走向近代中国历
史舞台的中央。

二十世纪初的湖南教育界， 活跃
着一大批天然带着湖湘文化忧患意识
烙印、矢志“教育救国”的中坚学者。他
们筚路蓝缕、磨血兴学，甚至不惜毁家
从教，断指明志。面对“国家坏到了极
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
处”的现实，他们冲破重重阻碍，向湖
南青年发出泣血号召：“往事已矣，来
日大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在青
年可不焦思尝胆， 求为最后正当之防
御与根本上之解决乎！”

1915年5月，北洋政府签字认可丧
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湖南，
社会一片哗然。 在强烈的忧患意识驱
使下，这一年夏天，省立第一师范全体
学生自发行动起来， 集资刊印《明耻
篇》，进行反日反袁宣传。青年毛泽东
在书的封面上奋笔疾书16个大字：“五
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
子！”

有人说，“潇湘雨，君山青，湘女多
情贵如金”， 五四时期湘女的多情，也
倾注于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之中。
一篇“呜呼 ,虞唐之世 ,有尧舜 ,吾民恃
之可以弛责也。乃者世界潮流之所趋,
古之风不可复见于今矣”的悲叹，一声

“呜呼,我中华之前途,我卓尔之诸君不
自负之 ,其孰负之？诸君 ,诸君 ,行矣勉
旃”的疾呼，道尽了多情向警予“为国
家大事,常常嚎啕大哭”的柔肠百转。

1919年，风云诡谲中，湖湘文化中
的忧患意识和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
关注在湖南青年学子身上激烈碰撞，
最终迸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时代强音。他们积极向上，热情洋溢，
更无所畏惧。 他们认定：“我们生长在
这个时候,假如毫没牺牲,毫不能奋斗,
简直不能立足了！”

伟大的思想指引湖南
青年前行的道路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帝国主义
用坚船利炮强行敲开了封闭的中国大
门，从此陷泱泱中华于百年徘徊，屈辱
无数。

湖南子弟很早就从“天朝上国”的
迷梦中洞悉了危机的降临。魏源“睁眼
看世界”，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谭
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黄兴“男儿当
为天下奇”， 为缔造共和首兴义帜；陈
天华“一腔无限同舟痛”，为唤醒同胞
不惜蹈海自绝……为了民族复兴，湖
南儿女们曾不屈不挠、 前赴后继进行
了各式各样的尝试， 却终究未能改变
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

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
了马克思主义， 也给苦苦探寻救亡图
存出路的湖南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全新选择。

在法国的蒙达尔纪，25岁的蔡和
森， 仅仅靠着一本字典，“卤猛看报”
“猛看猛译”， 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
验，很快就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与毛泽东、 陈独秀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通过书信，向他们全面介绍欧洲共
产主义运动， 系统阐明了自己关于创
建共产党的理论， 成为党内较早明确
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

在日本东京，30岁的李达 ,� 经过
苦苦求索， 最终受马克思主义这个普
遍真理的感召，成为一名“普罗米修斯
式的播火者”。他在日本凭借着顽强毅
力，翻译出《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
题总览》《唯物史观解说》三本著作，寄
回国内出版， 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 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
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北京， 就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
学校的20岁湘女缪伯英， 通过参加北
京大学的湖南学生同乡会， 结识了邓
中夏、何孟雄等人，逐渐进入到这个探
讨如何改造社会的“小圈子”，参与到
研讨改造社会等问题的活动中来。她
曾发表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
家庭的演变和妇女解放的关系， 号召
中国广大妇女：“顺着人类进化的趋
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

在长沙，27岁的毛泽东通过总结
自己领导民主活动的经验和长时间的
思考， 完成了自身由民主主义者向共
产主义者的转变。 在与蔡和森、 萧子
升、李维汉等朋友的深入探讨交流中，
他最终认定：现在“无产者既已觉悟到
自己应该有产， 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
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
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
前的， 是不能消灭的， 是知了就要行
的”……

湖南青年的奋斗聚合改造
中国与世界的力量

“破碎叹金瓯，烟瘴谁收？独将大
论正沉浮。 要挽湘江千丈水， 荡涤神
州。”1919年的湘江两岸，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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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声中，无数湖南青
年听从历史和使命的召唤， 聚合改造
中国与世界的力量， 融入了时代的铁
流……

1919年5月，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
消息冲破北洋军阀政府和湖南当局的
新闻封锁传到长沙， 湖南学生群情激
奋， 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军阀
的群众运动由此拉开大幕， 长沙市区
高校、中学、小学都行动起来。没收日
货，提倡国货，学生演讲团、演剧队走
向街头，演出《亡国鉴》《青岛风云》、演
唱《朝鲜亡国惨痛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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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同志， 应该
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 天涯海角都要
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
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
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
去打先锋的人。” 五四时期的湖湘儿
女，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风暴带到了
哪里。

在北京， 湖南青年邓中夏与何孟
雄这对志趣相投的战友， 一起参加了
天安门游行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行
动。后来，又一同接受李大钊的教育指
导， 走上了探求根本改造社会方法的
革命道路。 他们曾受李大钊的教育影
响，发起组织了旨在“增进平民知识，
唤起平民之自觉心” 的北京大学平民
教育讲演团， 带领讲演团的同志深入
街头，深入工厂矿山，进行讲演教育。
他们一起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
和工人俱乐部， 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
了大批骨干力量，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后来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

在全国第一大都市和工商业中
心———上海， 湖南青年李启汉和李中
接受陈独秀委派并肩作战，共同领导
这里的工人运动。他们中，一个是为
工人运动“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另
一个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
员；一个亲手创办了我党历史上最早

的一所工人学校———小沙渡工人半
日学校，另一个曾出任中国工会史上
由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建立的第一
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主席。
他们二人作为上海工人运动开拓者
的高大形象，永远定格在上海工运的
史册上。

历史会记住， 在轰轰烈烈的五四
运动中， 有一个名叫匡互生的湖南青
年。天安门前，他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
高喊口号；赵家楼上，他第一个冲进曹
宅，痛打章宗祥，用熊熊火焰唤醒民众
的觉醒；面对军阀政府的高压，他拍案
而起说：“如此下去，以壮烈始，而以畏
惧终，于国事无益，宜冲破网罗，继续
运动，与军警决斗，获最后之成功！不
成，则以死继之！”

马克思曾说过：“历史承认那些为
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
是伟大人物； 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
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1919
年的湖南，群英荟萃：第一个明确提出
“中国共产党”概念的建党理论家———
湖南青年蔡和森；第一个强调“唯物史
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的建党创始
人———湖南青年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
的第一位女党员———湘女缪伯英；中
共中央第一位女中央委员———湘女向
警予。而回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
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中， 湖南青年曾占
据其中的五分之二！五四百年，无数湖
南青年前仆后继，凭着敢于赴汤蹈火，
临深渊、履薄冰的奋斗勇气，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挺起脊梁、奋起抗
争，用热血放飞青春的梦想，为实现民
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谱写了
一曲曲惊天动地的革命壮歌。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我们的国
家，我们的民族，从积贫积弱一步步走
到今天的发展繁荣， 靠的就是一代又
一代人的顽强拼搏， 靠的就是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回首五四百
年，梦在前方，路在脚下，每一个湖南
青年都是追梦人。 奔跑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追梦路上，自胜者强，自强者
胜，让我们变忧患意识为远航的动力，
化使命担当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努力
让青春的梦想， 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
献中继续焕发出绚丽的光华！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
院副院长）

� � � �今年是五四爱国运动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何评价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
重大意义？如何看待湖南青年在五四运动前后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报今天特约刊登我省党史研究
专家夏远生、王文珍的专题文章，敬请垂阅。

五四运动为什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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