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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青年一代的责任教育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把青年一代的责任教育
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同志在多次会议的讲话内容中针对青年的身心发展特点提出了一系列的关
于青年责任的表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是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
责任观以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责任意识的继承和发展，是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点以
及当代青年责任担当现状提出的关于青年责任的科学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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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rade Xi Jinping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statements on youth’s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ntents of his speech at many meetings, forming Xi Jinping’s responsibility concept in the new era.
Xi Jinping’s new era youth responsibility concept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youth view, responsibility concept and China’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since ancient times. It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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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exposition of youth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atus quo of contemporary youth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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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年一代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青年一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他们是否有理想、有担当，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在讨论
青年发展和培育问题时就多次提到“责任”“使命”“担当”这些关键词。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到“青
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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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1]习近平同志先后在多次的青年座谈会和回信中都对新时代青
年能够勇担时代赋予的责任提出了殷切期望。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形成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产物，探究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现实价值对于深刻领会新时代青年责任的丰富内涵具
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研究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
任观的现实价值也将有助于为青年责任教育提供新的实践思路和教育路径。

2.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同志围绕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新时代青年责任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
想深刻，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2.1. 坚定的理想信念
早在 2013 年，习总书记就指出青年人拥有理想信念的重要性，
“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
钙’”。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有责任树立起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远大理想，这
既是由我国现在的发展情况决定的也是由我国发展历史决定的。共产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了
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使得广大青年必须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
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坚定地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将实现中国梦作为自己的人生
信念。正如，习总书记 2017 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
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2.2. 正确的价值取向
习总书记 2014 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强调了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青
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2]，青年的价值观取向是否正确、积极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
取向如何。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经过反复理论论证、征求群众意见和结合中国发展强盛的奋斗历程
总结概括得出的，是实践–认识–实践的发展产物，更是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因
此提出的 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代表了全中国、全民族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青年人必须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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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正确的价值取向、形成明确的价值评判标准，只有青年一代带头达到
这一价值目标，国家才能最终实现价值追求。

2.3. 高尚的品德情操
拥有高尚的品德情操是构成青年实现担责、成长与成才的动力，是青年提升责任认知、坚定责任信
念、培养责任行为的重要前提条件。从习总书记 2013 年在同青年代表座谈时提出“青年要积极倡导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3]，到 2016 年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自觉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4]，
再到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对青年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各方面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强调突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人品德情操
养成的高度重视。倘若没有高尚的品德情操，青年也无法承担起社会和时代赋予的责任。

2.4. 高强的本领才能
习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如何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主张练就过硬的本领是青年自身价值实现的根本
保障，也是构成青年责任感的实现要求。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中指出，
“要
引导学生珍惜韶华、脚踏实地，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
的观念，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5]。青年掌握扎实学识、
具备履责担当的能力，不仅需要青年自身的积极努力，也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大力支持，正如习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提出“全党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6]，只有各方共同
努力，青年才能更好地利用好中国梦实现的广阔舞台，实现自我梦想、服务国家人民。

2.5. 勇担时代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号召“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珍惜这个时代、担负
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7]。无论是在国家的发展道路还是青年的成长道路，都存在
着前途光明和过程曲折的矛盾，都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和矛盾，需要青年学会勇挑重担、勇克难关、
勇斗风险，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
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
使命”，青年只有始终保持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处世态度，肩负起推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使命，中国未来的发展才能充满希望和活力。

3.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现实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从现实价值上看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与时代的统一，这既是由习近
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生成逻辑导致的，也是由其中包含的内容及其形成的时代背景决定的。

3.1.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提出是源于并面向实践所形成的科学理论，是实践与理论的高度融合。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是在总结习总书记个人青年时期独特的实践经历后提出的，源于实践；同时，
观点的提出又面向实践，可以为解决现实中青年责任弱化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青年的研究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为依据，对青年展开全面的、系
统的研究后逐渐完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青年观，这些都是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重要理论来源。早
在 19 世纪世界工人运动兴起时，马克思就提出“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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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明确了青年在社会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力量。列宁在创立和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时期进一步明
确提出“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9]，进一步强调了青年在未来建设中的重
要性。中国共产党人也在不同时期就青年观展开了论述，如毛泽东的“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太阳”、邓
小平的“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10]、江泽民的“青年的素质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11]、
胡锦涛的“我们党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12]等等。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是在坚持马克思主
义青年理论的“唯物史观视域”与“无产阶级立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代特
点，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提出的新论断。
另一方面，习近平青年时期的知青经历、大学学习经历、秘书工作经历、基层干部工作经历等等，
这些曲折的经历与艰苦的磨砺造就了习总书记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宏大的视野、顽强的奋斗精神、自强
的品格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些经历促进习近平对青年如何树立理想、练就本领、强化担当以及应
该肩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怎样履行责任问题提出深刻见解。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提出是源于并面
向实践所形成的科学理论，是实践与理论的高度融合。

3.2. 历史与时代的统一
中国自古以来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这些无不体现着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担当和先忧后乐的
忧患意识。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汲取了中华民族关于责任担当的优良文化、精神，对青年传承责任
精神、勇担历史使命提出新要求、新期望。习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
为努力志向”[13]，青年一代应当通过努力不断提升自身的责任能力，以真才实学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
使命。
现如今青年存在着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缺失的问题，社会上不正确的舆论导向、社会思潮的激荡和西
方文化的冲击使得社会上盛行着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青年社会责任感的养成。
青年正处于人生的初始阶段，习总书记嘱咐共青团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时刻关注青年的发展成长，为他
们的成长成才创造机会和条件。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提出是在对青年责任担当现状的深刻反思后
提出的总体构想。

4.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践行路径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的主要内容和现实价值决定了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不仅是一种话语体
系，更是在新时代社会背景下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和青年个人各层面都必须积极实现的实践方略。

4.1. 社会层面
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大的社会中，社会的风气和氛围都在无形中对每一个人产生着影响，而青年正
处于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的理想观念是否坚定、社会责任感是否强烈、是否具
有高度的社会服务意识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为此，全社会有责任为他们社会责任感
的形成提供正向的引导。
青年尚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上网娱乐、学习的同时，很容易被网络上的言论带跑偏。在
这种情况下，净化网络环境，做好剔除损害国家形象等消极负面信息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在必要
和适当的时候通过推进相关政策来促进青年同志投身社会服务活动中，建立奖惩机制以及鼓励机制，在
政策和制度的监督、规定让青年一代养成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意识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与义务
[14]。多宣传报道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并多举办“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这类评选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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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青年责任感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很多青年人可能对于自己应该怎么去做感到迷茫，但
他们很多人都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觉悟，因而对优秀同志的宣传报道也是促进青年
养成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15]。

4.2. 学校层面
学校是青年一代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学校健康、正向的教育也是促进青年社会责任感形成的重
要一环。学校教育大致可以分为课堂知识教学的显性教育和校园氛围营造的隐形教育两个方面。课堂知
识的教学主要是指教师通过政治知识讲解的形式从选修课课本中直接传输这方面的知识，在专业课知识
学习的过程中将做好课程思政的推进工作无形地灌输社会责任意识，在思想教育理论课的专门学习中培
养青年各方面的道德认知尤其是责任意识。校园氛围的营造即为学校的校训、宣传栏的宣传报道、其他
同学和老师的积极作为等等方面都会在潜移默化中促进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形成，因而要大力做好这些方
面的工作。将责任引入高校校训中，让青年在重温学校校训的时候反思责任；将在责任行为方面有突出
表现的先进人物事迹在校园宣传栏报道，让青年在娱乐放松的同时对照自身找差距[16]。

4.3. 家庭层面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一个家庭的教育对在这个家庭里培养出
来的青年人思想道德修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家长应当从以下两点促进青年社会责任感的养成：树
立榜样，父母和其他长辈在日常生活中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多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担起作为公民应
有的社会责任感，为青年树立学习的榜样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青年人从小就培养起对社会的责任意识。
[17]开展家庭内部批评和惩罚，对于青年表现出的积极正向的行为及时予以适当的物质或精神奖励，激励
他们不断深化责任认知和行为；对于青年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弱化的情况也及时予以批评，帮助他们分
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和可能带来的后果，指导他们做出相应的观念和行为的调整，树立正确的责任意识和
信念。

4.4. 青年个人层面
青年社会责任感的养成光有社会、学校和家庭创造的外部环境熏陶还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青年人
自身的努力这一内在因素作用。如果自身做不到自觉地向优秀同志学习，不能将听到、看到的“正能量”
内化为自己的行动，那么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也不能真正达到落地生根的效果。青年社会责任感的养成固
然也离不开自身的努力，而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主动参加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光有为人民服务的想法
和坚定的理想信念远远不够，参加一系列的社会服务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贫困地区支教、敬老院
照顾孤寡老人、参与社会捐募活动、场馆人员引导与讲解等活动，在活动中既能体现自身的价值，也能
在活动中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

5. 结语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是以马克思、恩格斯青年观为基础，借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道德观念，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于加强新时代青年责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从理论上力图以德育为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青年责任观为价值导向，探索新时代青年责任教
育的具体理论和实施策略，丰富新时代青年责任教育工作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将习近平新时代青年
责任观运用于具体的实践中去，根据新时代青年的自身特点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点，选
择有效的教育路径，形成符合新时代青年责任教育的实际的有效策略。从理论总结提炼和实践创新两个
方面入手，坚持实践和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为解决新时代青年责任感薄弱的问题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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