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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３０ 年青年学生
爱国主义表达的变化轨迹
□ 吴秋兰
摘

要：改革开放 ３０ 年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在青年学
生的身上得到了集中反映。高校青年学生以其自身的特殊性，在爱国行动中表现
出积极的参与性。在这 ３０ 年中，高校青年学生的爱国表达走过了一个从激进盲
动、反思克制到理性参与的过程。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及信息技术的影响，在
开放的环境下，当前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表达也日渐纷杂，呈现出多元化、复杂
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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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 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

主义教育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20 世纪 80 年代

面发展和整个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 30 年，从以政治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一个理想主义高扬的时

运动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相对封闭状态到

代，总体上这个年代的青年学生心态是积极的、振奋

全面开放状态，从传统型社会到现代型社会，这些变

的。特别是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看到中国与世界

化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高校青年学生是时

发达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青年学生中出现

代的晴雨表，他们在爱国主义思想表达、情感反应和

了成才热、读书热，他们发出“向科学进军”，“发

具体的行动参与中所发生的变化，一方面生动形象地

愤读书、立志成才”的呼声，积极关注社会生活的每

反映了这 30 年来我国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时代风

个变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喊出

貌，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爱国主义教

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响亮口号。关心祖国

育的成效。

成为当时青年学生价值观的主旋律［1］。
但是，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行动在改革开放的

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青年学生对国家的
热切关注以及激进的爱国思想和行动

初期，不可能一步到位，马上就达到理性和成熟的程
度。再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思想的影响和
冲击，2O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高校青年学生的爱国表

自 1949 年建国至 1978 年，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

达逐步呈现出激进与盲动的特点。

建设坎坷曲折，但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应当说是

１． 开放带来的文化撞击，让青年学生对国外的

非常成功的，培育了整整三代“国”字当头的青年

一切从惊讶好奇逐渐变为欣赏推崇，向往西方的海洋

人。只是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由于特定的历史

文明，贬低中华传统文化，民族自信心不足

背景，主要是在一种封闭而不是开放的环境下进行

因为已经有将近 30 年的时间没有机会与世界真

的。在没有国内外真实情况对比的情况下，青年人的

正沟通过，封闭已久的心灵猛然被打开，面对复杂多

爱国缺乏一种自主选择的可能性。

变的国际环境，青年学生的心里涌出陌生感、好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向世

心、茫然感和探求欲。在 80 年代初期，由于已有整

界重新开启了封闭二十九年之久的国门，这为民族振

整一代人或两代人对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不甚了了，

兴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为新一代高校学子的爱国

“从 50 年代开始的‘五爱’教育虽然以祖国悠久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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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壮丽的山河、富饶的国土等内容教育青年，但文

也带来了政治不安定因素，学潮最终导致了我们最不

化传统的教育基本上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青

愿意看到的局面。在当时，许许多多的青年学生是把

年学生是伴随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成长起来的。

参加学潮作为自己参与社会、热爱祖国的积极实践来

这样，文化传统在传递的过程中出现了‘断代’。对

看待的，比如北大“九·一八”运动的主要起因就是

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陌生，使他们缺少文化的底蕴；没

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因而激发起青年学生们的爱

有文化的熏陶，很容易使他们对外来文化表现出高度

国激情。“外反侵略，内反官僚，团结奋斗，兴我中

欣赏甚至全盘接纳的心态” 。而此时，西方的和平

华”，成为学潮当中多数学生的共同呼声，“爱我中

演变阴谋以自由化思潮的方式向青年学生发起主动进

华、兴我中华”始终是学潮的主线。但在中国改革开

攻。西方的理性文明传统、现代工业成就、三权分立

放初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使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不稳定

的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冲击着青年人的思想。在我国与

的因素，这些带着急躁冒进情绪的政治学潮显然引发

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经济差距面前，部分青年学生产

了太多的消极后果，对于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和国内

生了民族自卑感，丧失了进取精神，意识层面的“精

改革的推进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2］

神疲软”严重阻碍了我们民族前进的步伐和改革开放

可以说，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锋，青年学生思想上

的进程。向往西方文明的学生开始申办出国申请，高

出现了反思、批判的特征，他们能配合中央的改革措

校内涌动着一股“出国潮”，人们把那些为出国而日

施，积极反思我国这几十年走过的艰难历程的原因，

夜奋战考 GRE 和 TOFLE 的学生戏称为“寄托派”。

这是十分可喜的。但如何正确看待西方文化，如何增

在思想层面，青年学生对电视作品 《河殇》 的认同

强民族自信心，如何探索科学的爱国主义实践方式，

是这一时期高校学生受西方自由化思潮影响的一个

显然还需要做更进一步地思考。

典型例证。在这部作品中，部分持自由化思想的人

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青年学生对于西化思潮的
自觉反省与爱国行为的理性克制

直接质疑黄河文明、长城象征，而对西方的海洋文
明顶礼膜拜。
２．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国内外经济、文化
发展的差距的了解，动摇了部分高校学生的社会主义

学潮动乱之后，党中央及时总结了前一阶段思想

信念，激进的思想在 ８０ 年代中后期转变为急进的政

政治工作的不足，做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

治学潮运动

要指示。针对爱国主义教育的不足，党中央国务院发

开放初期，西方发达国家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科学

布了一系列重要讲话。1990 年纪念“五四”运动 7l

技术，对于涉世不深、长期处于生活贫乏之中的青年

周年时，江泽民同志发表 《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甚

的使命》 讲话；1991 年 3 月，江泽民致信李铁映等

至产生了西方社会或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不正确

人，明确指出要运用历史和国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印象。这一时期，也正是我国对建国以来的政治、经

提高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防止崇洋媚外思

济、文化进行总结的时期，一些少为人知的失误不断

想的抬头；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把社会主

被披露，青年学生开始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

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 9O 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

生一种怀疑，自由化思潮在高校学生中颇有市场。

之一；1994 年还专门制定了 《爱国主义实施纲要》，

早在 1979 年的“民主墙”和 1980 年的“竞选事

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做出了正确的指导；中共十五大

件”中，人们已经感受到了校园内出现的政治急躁情

在报告中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

绪。为此，1981 年 3 月， 《光明日报》 发表特约评

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为此要大力

论员文章 《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

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

量》；1983 年 7 月，中央下发了 《关于加强爱国主义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思想

宣传教育的意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疏导后，

道德建设，从而把爱国主义教育向前推进［3］。

1982 年北京的高校青年率先喊出“振兴中华，从我

这些措施对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表达产生了积极

做起”
，给国人带来了精神的振奋。但从 1985 年的北

的影响，在 1993 年的“银河号”事件、1997 年香港

大“九·一八”运动和 1989 年的政治风波，激进的政

回归、1998 年澳门回归、1999 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

治改革愿望在激发学生爱国热情、民族情绪的同时，

大使馆被炸这些主题事件中，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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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并在传统文化热中

响得到了充分地体现。

积极找寻文化之根，在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中保持了

这些主题事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在国际
关系中与美国产生的冲突，如 1993 年的“银河号”

理性的克制。

事件、1999 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这些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前后，民族虚无主

事件使得中国民众滋生出一种反应性的民族主义情

义在社会上几近泛滥，但在经历了 80 年代的激进和

绪；另一类是青年学生在国家实力增强的背景下，民

盲动之后，青年学生开始渐趋理性，民族主义开始兴

族认同重新得以强化，在 1997 年香港回归、1998 年

起，民族自信心的重新恢复、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都

澳门回归祖国事件中，青年的民族认同心理及民族自

让人振奋。青年人对国家民族的关心永远不会因为一

豪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

次坎坷曲折而发生改变，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

［4］

希望所在。但民族主义也有一定的消极性，如果任其

1993 年的“银河号”事件及 1999 年的中国驻南
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使得高校青年学生产生反美

发展，一样会产生过激的行动。

情绪，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出现。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

三、２１世纪初青年学生爱国行为的
逐渐理性化和爱国表达的网络化

放，中国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实力都有了显著的增强，
但在国际政治领域却不时面对挫折。这种矛盾心理让
高校学生意识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
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因此，青年学生在

进入新世纪，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一个

80 年代对西方文化和思潮的好感在这种背景下开始

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

消退，民族主义思潮悄然兴起。与此同时，在这一类

世界民族之林。”并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

的中美关系事件中，高校学生开始意识到现代国际关

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最根本的

系发展过程中，用愤怒、偏见或另一种傲慢对待美国

是大力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置身于更为广阔的世界文

并不会减少中美关系的冲突。对于真正拥有历史和大

化背景，高校青年学生的爱国表达具备了更多的文化

智慧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的胸怀应当在于更深地解读

底蕴和更广阔的世界视野，更具理性色彩。这可以体

美国的政治价值和制度逻辑，用学术反省和文化批评

现在 2001 年的“撞机事件”之后高校青年学生的态

推动中美之间的认同和谅解。

度反应比较平稳上，同时还可以体现在高校学生对中

90 年代初，“国学热”的出现就是重拾文化自

美关系的冲突的集中关注的分散上，中国与世界各国

信心的一个表现。在学术领域，“国学”体现为对传

的关系如中日关系、中法关系一起成为了青年学生关

统文化的再阐释，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未来

注的焦点。

世界的重要作用。海内外的“新儒家”也在以不同方

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

式否证“韦伯命题”，不但认为中国文化可以与现代

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高校青年学生的爱国

价值并存，并且对于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高

主义表达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其中青年学生通过

校学生受此影响颇深，1996 年出版的 《中国可以说

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爱国主义表达渐渐引起人们的注

不》 一书受到青年人的热烈呼应正是出现在这个背景

意。21 世纪是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由于网络具有

之下。以 《中国可以说不》 一书为标志的反省思潮开

可增加受教育者参与的主动性、传播不受时空的限

始出现。虽然在此书中仍然只是青年人的一些爱国情

制、灵活快捷、易于使用、运行成本低、表现形式多

绪表达，但这是以批判的精神、以独立思考为前提

样、内容丰富、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容易沟通等特点，

的，标志着青年人的思想开始从西方自由思潮的影响

互联网已经越来越为广大青年所喜爱。20 世纪初，

下走出来。由于此书的巨大反响，青年学生的爱国思

正当专家和学者热烈讨论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网络在

想引发了国际国内相关人士的高度关注， 《中国可以

青少年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时，网络“愤青”们早已

说不吗》、 《中国不仅仅可以说不》 等书相继出版，

自发地将自己的爱国主义情绪铺天盖地呈现在各种

使得这一反省开始扩大。

BBS、个人博客、聊天室、电子游戏中，其影响不断

青年学生的批判思维开始转向，由此前对国内

扩大。

现状的不满和批判，转向对自由化思潮和政治盲动

在 2003 年发生的多起网络签名事件中，如 6 月民

行为的反省。20 世纪 90 年代，青年学生继承了中国

间组织发起的登上钓鱼岛活动 （
“保钓”运动）；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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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大，也都是重要原因［6］。

网上万人签名反对京沪高速铁路使用日本技术 （
“京
沪高铁”大讨论）；8 月百万网友联名要求日本政府

21 世纪，高校青年的爱国表达当然不仅仅局限

赔偿毒气弹中国民间受害者并彻底清除遗留毒气弹

于网络。从他们关注的爱国主义主题来看，青年人通

（8·4 毒气事件）；9 月抗议日本游客集体赴珠海嫖娼

过网络、报刊、校园文化等多种平台，表达中国民众

的事件 （日本人嫖娼事件） 等，高校青年学生都做出

对于国家、民族文化、价值观的积极认同，这对于高

了积极地响应并参与其中。2003 年 l0 月 29 日，西北

校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对中国的政治决策和外交斗争

大学爆发反日抗议活动，后来演变成西安街头的示威

都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他们的爱国思想

游行 （西北大学事件）。这些在网络上通过网络信息

和行动越来越趋向成熟。但另一方面，青年人包括高

技术表达自己的爱国激情的青年，被人们称为“愤

校学生在网络上的爱国表达，也被质疑带有一种民族

青”，高校在校学生和高校毕业生，毫无疑问是“愤

主义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从而引发了关于对网

青”的最重要构成主体。

络“愤青”评价的激烈争论。他们与主导的政治观往

高校青年学生以网络为平台，以信息技术为依

往有一种相对的偏离，网络表达的多样性、匿名性使

托，找到了更多的爱国主义的表达渠道和表达方式。

得他们将自己的情绪真实地表达出来，有时甚至是一

他们所表达的爱国主义情感，被高度评价为中国民意

种情绪性的宣泄。这类群体的相对集中，使得这种情

的真实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青年学生的政治社

绪互相感染，成为一种群体性的情绪，从而对社会意

会化进程。

识产生负面的影响。如情绪表达过程中的谩骂、争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对于高校学生

吵，甚至人身攻击、种族抵毁，这种种不文明的行

的爱国情感的提升是一个重要契机，同时也是一次重

为，不仅有损大国形象，而且被质疑为极端民族主

大的爱国主义实践机会。据统计，北京奥运会赛会志

义。此外，青年学生中的爱国主义还存在一些问题，

愿者总需求约为 7 万人，残奥会赛会志愿者总需求约为 3

如：口号式的东西多而具体行动少、对他人的要求高

万人，青年学生人数将占志愿者总人数的 70％左右 。

而对自己的要求低、不能做到知行的统一、缺乏深入

与此同时，在 2008 年发生的系列重大事件中，如

的思考、表面性的东西多，等等。同时，偏激还会使

2008 年初的大雪灾、3 月 14 日拉萨藏独分子的打砸

一些非理智的情绪走向现实。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更

事件、4 月 7 日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过程被抢、

多的关注。

［5］

5 月 12 日的汶川地震等，他们也不断考验着青年面

建议应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各种方法论的教育，通

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的应对能力。人们注意到，校

过丰富多彩的科学方法教育，增强青年学生价值选择

园网往往成为对这些事件反应较快的网络社区，高校

与价值判断能力，使青年学生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

青年学生成功地传递他们所看到和所想到的，成为事

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以理性的态度积极应对各种形

件的真实报道者和传播者。

势的变化，克服盲目从众心理和狂热浮躁心态，成为
一个拥有深厚理论修养的现代理性人。■

高校青年能成为事件的真实报道者和传播者，这
其中的原因很多，但高校青年学生的特殊身份，应该
是人们采信大学校园网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传播学的

吴秋兰：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角度看，发帖者较高的知识背景、政治素养、可预见

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的社会发展，无疑增加了他们的可信度。同时，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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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众多，他们的网络技术娴熟，网络联系面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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