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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中伟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
青年，要有家国情怀，也要有人类关怀”，
不仅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
斗”，而且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努力”。因此，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青年在筹划人生时，个人成长、家国
前途、人类命运这三者都应有所思量、不
可偏废。

完善自我
成为日新其德的奋斗者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任何伟大的
事业都需要人来完成。青年肩负着民族
的希望，是国家的未来、世界的未来，因而
应当努力完善自我，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完善自我，意味着要坚持做一个好
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点
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
坏事。”他说出了道德贵在坚持的真理。
完善自我就是坚定自己的道德意向，坚
持不懈地做好事、不做坏事。一个人从
懵懂无知的幼童成长为遵守国家法律和
社会规范、恪守家庭伦理的合格公民，需
要国家、社会和家庭对其进行教化。教
化的过程通常伴随着强制，需要外在的
约束。一个合格的公民并不一定是一个
有道德、高尚的人。因为，道德与遵纪守
法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是不图回报、积
极主动、心甘情愿地去做好事，甚至不顾
及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后者只是按
照要求“不做什么”。因此，成为一个有
道德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够坚
持下来，始终按照心中的道德法则做人
做事，更是难上加难。道德之所以崇高，
是因为它伴随着牺牲，所以康德才将道
德法则与我们头上的星空并提，认为人
们对二者越是经常反复思考，就会越加

“赞叹和敬畏”。
完善自我，还意味着要努力培养自己

各方面的能力，包括推理和判断能力、记
忆和想象能力等。培养这些能力需要两
种方式：读书和实践。除了不埋没自己的
天赋外，培养自己的能力，主要是为了解
决实际问题，让自己能够更好地生活。正
因为如此，个人能力的培养不是漫无目
的，而是要根据实际需要有所侧重。每个
人应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籍，在积累专业知
识、专业技能的同时培养自己的能力。比

如，培养推理和判断能力，需要学习数学、
逻辑学和哲学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等说
法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实践的方式是
多种多样的，比如科学实验、工业生产、艺
术创作、社会服务等，每个人可以根据自
己的具体情况、实际需要，选择相应的实
践活动。总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
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认识真理
的辩证过程。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能做到时时砥砺
自己，培养自己的能力呢？最好的方法莫
过于心中有典范，从而自觉地见贤思齐。
那些仁人志士和为人类的繁荣进步作出
杰出贡献的人，就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东
汉的伏波将军马援曾劝诫子侄，“刻鹄不
成尚类鹜”，要求他们向品质优良的人士
看齐，认为哪怕不能完全达到对方的高
度，最终总会有所收获。儒家经典《大学》
提出，提升道德修养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人
达到最完美的人生境界，即“止于至善”。
一个人只有认识这个完美的境界，自觉以
这个完美的境界为目标，才能志向坚定，
才能静下心神，不受干扰认真思考，才能
有所收获、有所增益。

心系家国
成为有益于国家的爱国者

亚里士多德认为，除非是一个孤零零
的怪人或者超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国
家（城邦）之中。这个看法在今天大体上
也是适用的。

国家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因为
它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
了社会的整体利益。按照恩格斯的看法，
国家最根本的职能就是缓和利益冲突、维
持秩序，以防止一个社会因为内部的无谓
斗争而导致自我毁灭。因而，国家为全体
国民提供秩序，以保障所有人的生命财产
安全。在国家诞生的早期阶段，对外的军
事职能很重要，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经
济管理、教育、社会保障和救济等职能越
来越占据优势。事实上，我国从西汉开始
就建立了“常平仓”制度，兼具经济管理、
社会保障和救济职能。在社会主义中国，
市场竞争需要一个公平、良好的法治环
境；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需要有效的宏观
调控；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需要国家的
资金投入，教育质量需要国家的监督和认
证；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保障需要国
家力量的参与和监管。这样看来，国家对

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障更是最基本
的保障。党和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方面的种种努力，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体会
到国家的积极作用和强大力量，国家的兴
衰与个人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因此，每
一个青年都应心系家国，做一个坚定的爱
国者，成为有益于国家的人。

绝大多数中国青年都有拳拳爱国之
心、报国之情，但热爱国家不能仅仅停留
于情感，还应见诸行动。在具体的行动
中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处理好个
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不能将二者
对立起来。国家权力固然要充分保障个
人自由，但是个人自由也不是没有边界
的，它只能是法律赋予的自由。个人自
由既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也不能妨碍
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二是要处理好
个人利益、特殊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
系。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利益的多元
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也带来了越来越
多的国际交往。但在任何时候，个人利
益、特殊利益都不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
上，尤其不能危害国家利益、国家安全。
三是不能将爱国主义抽象化，不能将国
家与政府、国家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与
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国家不是一个概
念，而是现实存在的国家。我们所爱的
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

心系家国，就要了解国家的历史。“灭
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可见学习历史对于
爱国的重要意义。青年要了解鸦片战争
以来国家的屈辱史、人民的抗争史。知道
来时的路，才能更加珍惜今天。心系家
国，就要了解国情，勇于实践。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青年人阅历不广，容易从自身
角度、从理想状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世
界，难免给他们带来局限性。”因此，最好
的方法就是了解国家的现实状况，实事求
是地投身实践。心系家国，还要认真学习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
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才能深刻理解国家的性质，明
白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必
然性。

关心人类
成为崇尚和平的友善者

中国历代先贤都强调在“天下”的视
野中审视个体、亲族和国家。从上古之书
《尚书·尧典》中的“协和万邦”，到《礼记·
礼运》中的“以天下为一家”，再到明末清

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体
现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关心人类，意味着崇尚和平，支持各
民族的友好交往。中华民族是最有历史
感的民族，殷商以来即有典有册。从公元
前 841年开始，中国的历史就有了确切纪
年。鉴往知来，我们最能体会和平的珍
贵，深知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最符合所
有人的利益。司马迁早就认识到：要求人
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就等于堵塞人民的
耳目，这根本就行不通。人们只有互通有
无，才能享受不同地方的物产、才能生活
富足。（《史记·货值列传序》）和平的环境
是友好交往的前提，这是不言而喻的。一
个动荡的世界、一个战火频仍的世界，生
命尚且朝不虑夕，其他一切怕是都谈不
上。所谓“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说
的就是这个意思。《共产党宣言》揭示了一
个深刻的道理：自从资本主义兴起以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全世界形成了一个联
系越来越密切的整体，不仅在生产领域相
互依赖，在人员交往方面日趋频繁，在文
化领域也出现融合的趋势，这就是通常所
说的“全球化”。“全球化”固然存在这样那
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为全人类带来了更
多的利益。这不仅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增
长上，而且体现在人类视野的开阔、能力
的提升上。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更加深
刻地意识到，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
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青年应积极发声，传播“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

关心人类，还意味着对他人、对自然
保持善意。北宋大儒张载提出：“民吾同
胞，物吾与也。”（《西铭》）就是说把所有人
看作自己的同胞，将万物视为自己的朋
友。在当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口
流动、职业流动，以往建立在血缘、亲缘、
业缘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大多已被

“陌生人社会”所代替。因此，如何适应社
会的发展，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是十分
现实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保持善意，在
可能的情况下尽力帮助别人，是人与人之
间友好交往的基础。另外，节约资源、保
护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很多青
年积极投身志愿者的行列，在疫情防控、
环保、社会服务等公益事业中发挥自身的
力量，这些行为很值得称道。⑩6

（作者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张先飞

自近代以来，每逢时代巨变，国人始终
寄望青年，追问同样的问题：青年何为？

1875年，李鸿章上疏《因台湾事变筹画
海防折》，痛陈中国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
局”；

1907年，鲁迅撰《摩罗诗力说》，悲叹“先
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
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1918年，蔡元培与《新青年》诸贤在新文
化运动之初，慨叹当今中国“人禽遂几于杂
糅”，亡国灭种日近；

1935年，《风云儿女》中时代领潮儿面对
国家危亡，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候”；

1949 年，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
际，庄严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开局之
时，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

巨变之下，一时代涌现一时代杰出之青
年，而每一时代杰出之青年都承担起一时代
之重任，他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过前
辈们传递的文明火把，交出了无愧于中华民
族的时代答卷，当得起这些英伟的称号：海
军英魂、辛亥青年、“五四”新青年、抗日青
年、新中国青年……

历史长河跨入新时代，再次站在人类命
运和中华文明的转折点，中国青年该如何将
自身锤炼成能够担起新时代重任的合格英
才已成为时代课题。

新时代青年成长，几大方面不容忽视：
“立人”，塑造“精神独立”的大写的

“我”。“精神独立”是文艺复兴以来现代文明
最核心的标志，也是青年卡尔·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大写的、精神
解放的“人”的至高追求。青年们在新时代
存身立世，就应遵照革命导师对人类理想人
格的高度期许，在成为大写的“我们”之前，
先将自身淬炼为大写的“我”，把“精神独立”
树为每个“我”的道德律令，后以独立的人格
与勇气，投入到改造与建设中国社会的巨大
系统工程中。

“立群”，塑造团结协作的大写的“我们”。由大写的“我”
携手组成大写的“我们”，是 20世纪以来各国理想社会改造
与社会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每个大写的“我”不仅要锤炼个
人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更要培养能在共同理想指引下团
结协作的精神与能力。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亟待青年们打
破固有思维与社会格局，共同携手并进。正如鲁迅 1925年
在《导师》中所说，青年们“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
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
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
掘井泉的”。回顾百年历史，作为大写的“我们”的青年群体
开创了世界与中国的新格局，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革命史
就是最鲜明的例子。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始也曾慨叹，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在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创全新的中华文明又对青
年提出了塑造“大我”的新的要求。

“立邦”，无论“立人”还是“立群”，都是为世界、为国族培
育干城之具，有几大原则需大写的“我们”共同尊奉：“理想主
义”“现实精神”“社会改造勇气”，以及“爱与理解”和对他人
精神“感同身受”的能力。

20世纪以来，不同时代青年秉承不同主义带领中国从
水深火热走向民族振兴，因此，新时代青年要正视主义与信
仰的伟力。“理想主义”“现实精神”要与“社会改造勇气”紧密
联结，青年们在保持洞穿历史与现实的清醒头脑的同时，立
下雄伟理想，投身社会改造实践，这样的理想和实践具备完
全的现实性，是改造社会的真实有效动力，应当成为新时代
青年最重要的精神禀赋。

培养“爱与理解”和对他人精神“感同身受”的能力同样
至关重要。在当今世界与中国，打破国家集团之间与人类之
间的“隔膜”成为更新人类社会、扭转人类历史的关键性因
素。因为在国家集团之间与人类之间，“大家对于别人的心
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于全
无”，这阻挡着立意高远的人类共同体的建构，也妨碍了中华
大家庭的幸福梦想。因此，新时代大写的“我们”要有“爱和
理解”的超能力，对同胞、对人类弟兄的心灵、生命、苦痛、习
惯、意向、愿望能够“感同身受”，以博大的胸襟创造人类共同
幸福的未来。

2500年前，孔子立于不尽长河，回想青春与人生、思接
古今，以历史老人的口吻发出“逝者如斯夫”；

696 年，青年陈子昂登幽州台，体宇宙洪荒，感岁月倏
忽，悲欣交集，对天地高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
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916 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钱江观潮，
壮怀激烈，似重拾青春岁月，发出时代最高昂
的声音“猛进如潮”。

今天，面对伟大时代，青年们会发出怎样
的声音？⑩6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汪青松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作为社会中
的特定群体，青年往往被贴上最富有活
力、最具有创造性的标签；作为推动一个
民族和国家发展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
量，青年又被定义为未来和希望。在青年
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和建功立业中，除了
要练就过硬本领和职业技能外，高尚的品
格、美好的道德、坚定的信念、远大的理想
等精神因素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而若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考量，新时代
青年具有的精神状态的高低好坏，还关乎
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巩
固，关乎伟大梦想的实现，关乎国家的长
治久安。因此，提升新时代青年的精神素
养，不仅是时代应有之义，也是时代必然
之需。

树远大理想

人有理想不失向，信念坚定方行远。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以
及对理论的真实性和实践行为的正确性
的确认，是人们不可或缺的崇高精神支
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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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理
想信念成为确保人生之船、青春之舟乘风
破浪，驶向人生和事业成功彼岸的定盘星
和指航灯。坚定理想信念不是一阵子而
是一辈子的事，心中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
燃，无论顺境逆境都要添薪加

柴，确保这个火烧得旺旺的而永不熄
灭。“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历史和现实
都告诉我们，离开了祖国需要、人民利
益，任何孤芳自赏都会陷入越走越窄的
狭小天地。新时代青年只有把理想融入
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把自己的小我融
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才能更
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立高尚品行

做事先做人，做人先立德。道德对
于个人和社会都具有兜底的根本性意
义，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是人际和谐
的基础。不断修身立德和打牢道德根
基，是一个人一生的必修课，也是一个人
干事创业、有所作为的关键所在，能让一
个人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
远。青年往往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
量，其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在很大程度
上映射出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文明素养水
平。新时代青年要明大德、守公德和严
私德，自觉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
神，要有饮水思源、懂得回报的感恩之
心，培养高洁的操行和纯朴的情感。新
时代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
道德养成和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
来，从自身内省中提升道德修为，自觉树
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清风

正气、蓬勃朝气遍布全社会。

要敢于担当

责任重于泰山，使命呼唤担当。国家
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和世界
的发展，是中国青年必须且必将肩负的重
任。新时代青年若责任意识强，敢于并勇
于担当，不仅能成就自我、实现梦想，而且
能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福祉和世
界发展注入活力和希望。青年的责任担
当表现为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族青年积极响
应党的号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真情奉
献，援鄂医疗队2.86万名护士中的“80后”
和“90后”占 90%。青年的责任担当表现
为在创新创业创优中走在前列。我国量
子科学团队平均年龄 35 岁，中国天眼
FAST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仅 30岁，在以创
新创意为关键竞争力的行业里青年占比
均超过 50%。他们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
任，展现出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担当。青
年的责任担当还表现为胸怀世界、共谋未
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
叠加的形势，中国青年致力于为世界和平
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在新时代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新征程上，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面对艰
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青年要敢于担当、

勇于担当，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去奋斗作为

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民
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不经历
风雨难见彩虹，没人能轻言成功，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也绝非敲锣打鼓般轻松。在
青年的成长和奋斗过程中，既会收获成功
和喜悦，也会遭遇失败和痛苦；既会有顺
境的春风得意，也会有逆境的严霜寒雪。
而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新时代中国青年都
应自觉坚守“永久奋斗”光荣传统，勇挑重
担、勇克难关、勇斗风险。奋斗不只是响
亮的口号，而是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
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
神。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无论是
传统的“工农商学兵”“科教文卫体”，还是
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
新领域、新职业，都是青年
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广
阔平台。各行各业的青年
都应把平凡的岗位作为成
就人生的舞台，把平凡做
成了不起、把不可能变成
可能，用自己的奋斗创造
实实在在的幸福。⑩6

（作者系郑州航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在青春的赛道上跑出最好成绩

青年，代表着朝气、勇毅、创造、希望。

从1922年5月中国青年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光荣组织开始，百年踔厉，一代又一代青年心怀祖国，创造了一项又一项惊天动地的世纪辉煌。

今天，民族复兴的脚步铿锵，青年该以怎样的风姿雄视天下，书写更加壮丽的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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