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们 需 要 怎 样 的 青 年

东莞团市委 甄祯

2019年7月23日

@上海交通大学



一兔饮酒醉（哔哩哔哩 共青团中央）



[kanbilibili]一兔饮酒醉（MC那兔）-P1-分片1.flv


做了这么多年青年工作，你是否

知道什么叫青年？01



《中国青年》是1923年共青团
中央出版的杂志。是中国大陆
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杂志，也是
共青团中央主管主办的历史最
长的红色媒体。

《中国共青团》杂志是团中央面向各级团
组织和广大团干部的唯一工作指导刊物。
2008年9月，团中央书记处将其定位为团的
第一层级的宣传媒体。从“一所没有围墙的
学校”到“团内《求是》”。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https://mp.weixin.qq.com/s/QsDo-ExQu6PQqaWVO4MGnQ
https://mp.weixin.qq.com/s/o_BPJZ2U4McDps4bUqgHZA
https://mp.weixin.qq.com/s/p0sdny2u94cVkDoKEcNgTg
https://mp.weixin.qq.com/s/IeWzdmWXwmkU7Jb2w0gmkQ




《东莞市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9-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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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发展观的形成

是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02









1953年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期间提出：“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青年就

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

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

众。”



毛泽东关于青年特点的论述大大推进了青年特点的研究。

中央团校率先在团干部培训中开设“青年和青年特点”课，

引入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知

识，全面研究青年的生理特点、心理特点、社会地位作用

和社会化特点、青年的特殊利益和需求；在研究和教学的

基础上，出版了《青年特点与共青团工作》（黄志坚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青年和青年工作研究走向理

论提升和创新发展。1982年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王兆

国在团十一大工作报告中提出“共青团工作是一门科学”，

1984年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涛强调“我们历来讲，

青年工作是一门科学”，强化了共青团工作的理论思维，促

进了共青团工作这门学问的研究。



中央团校青年工作教研室为适应本校开设大专班的专业课

教学和团干部培训的需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吸纳相关学

科的理论知识，进一步探索共青团工作运行规律，合作编写教

材《共青团工作理论》，于1985年出版发行。这部推动青年工

作向科学化迈进的教材，首次构建出共青团工作这门学问的理

论体系。



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提出“加强群团工作学科化”，2016年我国首部国家级《中长

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要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高等院校加强青年学研究”，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央团

校改革方案》提出“推进青年学等群团工作学科创建”，有力

地促进了新时代青年学研究的繁荣与兴旺。



如今，青年学学科建设正在走向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

青少年研究会增设青年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为二级学会，并于

2018年举办了“新时代青年学与青年工作研讨会”。中国青年

工作院校协会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2017-2018年联合举办面向全

国的“青年学研究征文活动”。教育部2018年决定将青年学列

入高等教育专业学科名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级学科，

并决定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增设“青年学”硕士点，2020年开

始招生。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03



经典诵读：

马克思的《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恩格斯的《致国际社会

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

列宁的《革命青年的任务》《青年国际（短评）》和《青年团

的任务》;

毛泽东的《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青年团工作要

照顾青年的特点》



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

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

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

马克思《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选段:



但是，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

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

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

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

事它。最合乎这些要求的职业，并不一定是最高的职业，但总

是最可取的职业。



能有这样的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

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

幸的行为。因此，认真地考虑这种选择——这无疑是开始走上

生活道路而又不愿拿自己最重要的事业去碰运气的青年的首要

责任。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

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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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

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

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

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

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

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以上段落选自马克思《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1835年12月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毛泽东）的知识体系和主要论点有：未来属于青年，青

年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时代的性格就是青年的性格，

青年领社会风尚之先；青年是一支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

量，要特别发挥青年的力量；



教育、训练、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坚定地相信青年，

严格地要求青年；青年是各种阶级势力的争夺对象，要保

持党在青年中的优势；支持青年创新，打穿压制青年的

“死墙”；青年应当组织起来，青年团是团结青年的核心

组织，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



如何找到青年，如何做青年人
的工作04



我们的青年在哪里

2018年东莞市常住人口 839.22万人

6至35岁年龄段的人口 53%
444.79万人

2018年户籍人口 27% 231.58万人

56.89万人

18-34岁

83.15万人

0-17岁

35-59岁

60岁及以上 32.96万人

58.56万人



东莞的基本团情

（一）团员情况

我们的团员在哪里

学生团员

75%

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

7%

国有企业

2%

“两新”组织

3%

村社区

13%

已报到的共青团员229970人，

其中包括：学生团员165661人;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14897人；国有企业5156人；

“两新”组织6923人；村社区28137人。



（二）团组织情况

已建立团组织总数12367个，

其中，基层团委241个，

团总支774个，团支部11198个。

全市共有“两新”组织约115万个，

其中，已建党组织的3499个，已建团组织的 824 个。

学校团支部

80%

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团支部…

国有企业

团支部

3%

“两新”组织团支…

团支部构成情况



（三）团干部情况

已录入团干部20948人，

其中，专职团干部870人；

兼职团干部19612人；

挂职团干部466人。
兼职团干部

94%

专职团干部

4%

挂职团干部

2%



 正确把握团的流动性特点，做到把加强团的基层建设作

为最重要的日常工作常抓不懈。

团组织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团干部流动比较快、团员有周

期性的“大进大出冶 , 这决定了我们抓团的基层工作不可

能一招制胜、一蹴而就，必须保持定力和韧劲，必须作为

最重要的一项日常工作反复抓、抓反复。

贺军科在团中央十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变革，团的流动性这个老特点

又有了新的表现。特别是团员青年的职业流动加快，地域

流动越来越频繁，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 在一个地

方待一辈子的情况越来越少。这些都对加强团的基层建设

带来了重大考验。我们既不能以为集中一段时间建立了组

织、 打开了工作局面就能一劳永逸，又不能因为基层组织

“ 建了散、散了建“就心灰意冷，必须要有“常”性和

“长”性。



既然是日常工作，抓团的基层建设就必须把已有的好制

度、好做法日积月累地认真坚持下去，不能走一路、丢一

路，最后什么都留不下来。因此，我们大抓基层不能统统

另起炉灶，不能只在创新上用心思，更要在坚持上有定力。

广大团干部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事业心，还要有

“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



团章中也有明确规定: “团的基层组织设置应从实际出

发 ， 可以不完全与党组织和行政建制对应。”这是实事求

是的，因为我们国家很大，情况千差万别。比如，在发达

地区，不少村子里有许多企业，聚集了成千上万的青年，

在这些村，不仅要建立团支部，而且还要建立团委、团工

委。



但在一些中西部地区，许多村甚至乡镇都看不到几个青

年，这就要求我们客观分析青年聚集特点，注重突出重点，

不能平均用力、墨守陈规 ，哪里有青年 ，就到哪里去建立

组织、开展工作。全团都要认识到，我们强调抓基层， 是

要向有青年的地方去抓 ， 是要在青年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

去抓。



在基层建立组织要干什么？这是我们在做工作之前必须

首先想明白的基本问题。简单而通俗地讲 ， 就是要为党拉

队伍、做好事 。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 ，组织本身不是

目的、而是手段 ， 最终目标是要尽可能把青年人有效组织

起来，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按党的要求成长，为党的事

业奋斗。



一切工作内容、组织形式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标。

我们在抓工作的过程中 ，不要纠结于建了多少个组织 ，更

不能为了完成指标而去凑组织的数量 ， 始终要把主要精力

聚焦于组织目标的达成 ，聚焦于组织力的提升。党的十九

大报告将提升组织力作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点。对于

共青团来讲，加强基层建设的重点同样是提升组织力。



一是要着力提升动员力，增加组织可有效动员的成员数

量，改进动员机制和手段，增强动员效果；二是要着力提

升凝聚力，增加组织粘性，树立组织权威；三是要着力提

升战斗力，提高组织成员质量，改进组织运行机制，增强

组织力量。我们现在拿这三条来衡量团的基层组织 ， 差距

是很大的 ，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聚焦发力 ，切实把基层团

组织的组织力提升起来、现出来 ， 真正成为在青年生活和

社会生活中现实可感的组织存在。



 正确把握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的辩证关系, 做到两者互

为前提、互相促进。

把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结合起来，这是加强团的基层建设

必须遵循的重要方法。在以往的实践中，经常会出现这样

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倾向，就是先把团组织建起来，接着再

慢慢把工作干起来。



事实证明这种认识和倾向具有片面性： 一方面，不少

基层团组织是建起来了，但工作迟迟开展不起来，成为了

仅有统计意义的组织；另一方面，农村、非公企业等领域

由于没有组织或者组织不健全，什么实质性工作也不开展

了。破解这一问题，要从团的历史中去汲取经验。解放战

争时期，中央青委关于试建青年团的计划提出：“应注意

不首先以组织去组织，而应以工作去组织，先有活动后有

组织，从无形的组织到有形的组织。”



这对我们现在做好基层团建工作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全

团在大抓基层的过程中，还是要回归传统，先开展工作、

再建立组织，只有这样建立的组织才是有根的组织，才会

有持久的生命力。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到，在某些领域即

便短期内还建不了组织，但是只要有需要，团的工作还是

要尽可能去覆盖。



为什么要做网上共青团？





身份标签

情感共鸣

承诺效益

描绘场景

“青年网络圈层计划”

华服+国风+二次元（米漫、北斗企鹅、柳青瑶）

知乎大V座谈会——青年知识分子

新时代青年说——网络自媒体人才



知乎——深度智慧的团团

B站——喝了假酒又二次元的团团

空间——热血青春的团团

网易——文艺情怀的团团





共青团新媒体的属性

一个不具备民生刚需的青年政务新媒体

关键词



科学和民主

救亡与启蒙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皮中带稳

外在形象

逗比背后一颗闷骚的心

外表的浪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正经

真·共产党员



共青团组织的核心竞争力



健全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共青团的核心竞争力

基层团组织是这个组织体系的基石；

夯实基层组织应该成为各级团组织的首要任务、核心主业；

每一位有责任感、有远见的团干部都应该将夯实团的组织

作为义不容辞的天职。



新时代加强团的基层建设若干问题

（示例，仅供工作研讨使用）

青年纷纷离开农村了，村里还要不要建团?

许多非公企业团组织死了建、建了死，还建吗?

青年入团图的是有用，讲信仰还能不能吸引人?

中学生忙着应对中考高考，团组织活动怎么搞?





团组织多重覆盖了，团员归谁管、怎么管?

没权没钱拿什么服务青年，不提供服务谁跟你走?

现在许多支部也只能搞搞文体活动，这是娱乐化吗?

推优入党不就是个手续吗，兴师动众干啥?

高校团支部与学生社团、学生会及班委会如何协同?



又没有什么报酬，当个团支部书记有什么用?

乡镇道干部做不到专职，团这种“软活”怎么干?

自组织建团、驻外团组织、乡镇大团委还干不?

共青团碰见招商、拆迁等当地“中心工作”能回绝不？



我们需要塑造和培养怎样的青年05



《1999不战而胜》，这

本书最后一章提到这

样的话：当有一天，

遥远的古老的中国，

他们的年轻人，不再

相信他们的历史传统

和民族的时候，那个

时候，就是我们美国

人不战而胜的时候！



习近平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论述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青年

观的新发展。研究习近平青年观的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年出版），倪邦文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与理论品格——

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国青年社会科

学》2018年第5期），吴鲁平、杨巧的《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及其新

发展》（《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1期）等。



习近平青年观的主要论点有：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青年是标志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

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

题；青年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要精心引导和栽培；青年

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管青年，规划、推进青年

的全面发展；共青团要把培养人的工作摆在首位。



青年工作事关党长期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事
关党和国家的未来。

——2018年7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与新一届团中央领导集体座谈时的
讲话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青年工作为党
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

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
治工作体系，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教育引

导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确保

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明确了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
明确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
明确了青年工作的职责使命
明确了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正确道路
明确了青年工作的路径方法
明确了共青团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
明确了必须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成长观：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

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的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

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是人生

的包袱。

——2017年考察中国政法大学讲话



要历练宠辱不惊的心理素质，坚定百折不挠的进取意志，

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变挫折为动力，用从挫折中吸

取的教训启迪人生，使人生获得升华和超越。总之，只有

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春，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只

有为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オ会留下充实、温暖、持久、

无悔的青春回忆。

——2013年5月4日与各界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青年处于人生积累阶段，需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

广大青年抓学习，既要惜时如金、孜孜不倦，下一番心无

旁鹜、静谧自怡的功夫，又要突出主干、择其精要，努力

做到又博又专、愈博愈专。特别是要克服浮躁之气，静下

来多读经典，多知其所以然。

——2017年5月3日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的讲话



共青团为什么要永不停步地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既是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的内在需要，

也是共青团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组织内部看，组织成

员的流动性和组织骨干的相对不稳定性。每年入团人数

500600万人，到龄离团人数约700800万左右。光是团员，每

年就涉及1000多万人的变动。团干部流动也相对较快。从组

织外部看，时代在发展，青年在变化，许多过去行之有效

的方法、约定俗成的观念很难及时跟上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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