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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
的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一
百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群青年
人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将“爱国、进步、
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实践于行。

历史长河流经一个世纪浩浩荡荡，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儿女浴血
奋战、发奋图强、锐意改革、守正创新，向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奔涌而去。

将五四运动置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
中，才能理解它“新觉醒”的价值；将五四运
动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才能
读懂它“新选择”的意义。

近日，我们通过对滨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进行深入挖掘、系统梳理，特选取部分具有典型
意义的滨州“青运”档案资料史实予以刊登，将
不同年代滨州青年在鲁北大地上如点点星
火一般燃烧起的青春力量进行展现。

■ 惠民地区革命青年团的早
期活动

1926年，共产党员苏亦农介绍惠民四
中学生邹之镜加入共青团，为境内早期的共
青团员。1935年11月，为了团结广大青年
一致抗日，共青团改组为广泛的群众性的抗
日救国组织，先后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简称民先）、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青
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等青年抗日救国
团体。

1936年，共产党员柳运光到邹平乡村
师范学校开展党的活动，发展苗柏杰等10
余人为民先队员，建立了民先组织。1938
年，中共清河特委成立青年部，管理青年工
作；中共冀鲁边区特委和所辖县普遍建立民
先组织。

1939年11月，境内各级民先组织改为
青救会。1940年10月，中共清河区党委设
青年委员会，组织领导青年抗日救国。
1941年，中共清河区党委及所属四个地委
均建立了青年救国会，博兴、高苑、青城、邹
平、长山、蒲台等县和广博蒲三边工委都相
继建立青年救国会。1944年2月，中共渤海
区党委设青年工作委员会，蒲台、高苑、青
城、博兴等县均设青救会。1946年5月，中
共渤海区党委民运部设青年科。

■ 在迎接解放中重新组建

1948年5月，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渤
海区工作筹备委员会，在境内试建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全区有团员441人。1949年 6
月，蒲台、阳信、杨忠（惠济）、无棣、沾化、高
青、博兴、邹平、长山、齐东、滨县等县先后建
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委员会。

在1949年5月4日的《渤海日报》第六
版中，有一篇题为《惠民城关区建立青年团
的经验教训》的文章，从内容中我们可以得
知惠民城关区的青年团成立于1947年春，
有224名团员，他们在各项工作中都起到了
积极的带头、推动作用：惠民城关区的青年
团，是在一九四七年春土地复查中建立发展
起来的。全区十六个街，已建立青年团支部
的有十五个街，现在团员二二四人，包括男
团员二十一人女团员二○三人，团员中党员
二十五人。自青年团建立后，在各个工作
中，团员都起了积极推动、带头、保证作用。
如：在土改复查清算地主恶霸的斗争中，都
是大胆的勇敢的进行了揭发，并组织站岗放
哨监视被斗分子行动。在动参工作中不但
积极的进行了宣传教育推动了动参工作开
展，并在全城关三十九名男团员中，除年龄
较小的团员外，有十二个团员带头参军，并
有六个团员参加了工作。古楼街团支部除
了二个男团员带头参军外，女团员亦积极的
说服教育参军青年的家属，保证了两名青年
参了军，东南街刚出阁的女团员常树乡也积
极的动员自己丈夫上了前线。在支前拥军
方面，一九四七年秋忙时，配合工厂赶做军
衣，女团员不但积极的为大家领送，并在她
们积极推动影响下全城关区的妇女突击完
成了六万套棉军衣。在今年春两个月中又
配合工厂完成了八三二○○件夏衣褂子，四
九○二○件裤子。在慰问伤病员及春节、年
关演秧歌活跃农村开展文化娱乐工作中，也
起了积极带头作用……

1949年3月1日，渤海区党委发出《区
党委关于当前建立开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委立即根据中央决
议总方针及区党委青委指示加以研究，并作
出具体计划：建立以惠民为中心的各级青年
团的筹备委员会，党的组织指定一部分年青
而优秀的党员参加青年团，作为建团的基础
与骨干；由渤海区团筹委帮助渤海干校，推
动后期师范，同时选择一个工厂着手建团；
在阳信县何坊区选择一个党的基础较好而
青年又集中的乡镇，作为农村建团的重点；
各地委要选择党的或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
县作为重点，尤须选择有工作基础的村镇或
县城、中学首先着手建团，其他各县，同时选
择适当集镇作为建团的重点。充分应用党
报、党刊，交流经验指导工作，广泛发动青年
群众积极参加各个时期各种不同的中心工
作和运动。博兴、利津、广饶、德州、惠民及
其他原来有青年工作基础的地方，应马上着
手根据现有团的组织加以整理，建立或充实
各级领导机构，并按指示进行发展……

■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青团作
出的巨大贡献

1950年11月30日，惠民地委发出《地
委关于执行分局目前青年团工作指示的指
示》，针对团的建设提出：必须采取“巩固提
高”的方针，必须明确认识，与实际的群众运
动结合起来，各级党委应加强对团的领导，
将党委对团的领导情况认真作检查，提出改
进的意见，改善对团的领导。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一场轰轰
烈烈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随即在全国范围
展开。1950年11月初，惠民地委领导成立
惠民专区抗美援朝分会。地委、专署及各县
普遍于1951年2月（农历正月十五)前召开
人民代表大会，对抗美援朝进行深入宣传。
接着，以县内区、乡为单位纷纷召开党的活
动分子会、农代会、青代会、妇代会、民兵积
极分子会以及民兵检阅大会。然后又分片
召开了党、团动员大会。通过一系列活动的
开展，全区受教育者占总人口的70%以上，
基本达到家喻户晓。

动员参军是抗美援朝运动的重头戏，
1950年12月8日，地委向各县发出《惠民地
委关于动员参军工作计划》，发动爱国青年
踊跃报名参军，壮大国防力量，巩固新生政
权。在深入宣传和模范带动下，全区涌现出
了数千名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抢上战场
的模范人物，感人场面和动人事迹数不胜
数。至1951年2月中旬，全区报名参军的青
年达21288名。据统计，牺牲在朝鲜战场的
惠民专区（只含滨州市）人，仅登记在册的就
有1905名。其中：滨城区382人，惠民县
597人，阳信县216人，无棣县149人，沾化县
169人，邹平县263人，博兴县129人。另外，
屡建战功、终身致残的英雄们不计其数。

1951年6月20日，惠民地委发出的《地
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对青年团领导的指示》
中提到：目前我区青年团员已达三万七千五
百余人，已成为全区规模的具有相当数量的
组织。在抗美援朝、结束土改、镇压反革命、
参军、爱国护家生产等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
用；叶（业）已证明青年团是一支积极活跃的
力量，是党最亲密的有力助手……团的发展
问题，应在继续巩固提高的方针下，成为经
常性的工作。各地在抗美援朝等运动中，涌
现出一批经过考验的男女优秀青年积极分
子，迫切要求入团者，应严肃地（的）、有重点
地（的）、慎重地（的）、个别地（的）、吸收一部
分人入团增加团的新血液，充实新的力量，
以负担起祖国的各项建设任务……

■ 在最艰苦的地方让理想闪光

随着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对粮食和农
产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团中央向全国青
年发出“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呼吁，从
而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青年志愿垦荒运动。

在垦利县档案馆馆藏中，有两幅题词弥
足珍贵，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耀
邦同志1960年3月9日视察国营孤岛共青团
林场时题写的“黄河万里送沃土，渤海健儿奋
双手，劈开荆棘建新舍，定教荒岛变绿洲。”

“青年干得欢，大战渤海滩，造起万顷林，木材
堆成山。”两首题词气势宏伟，鼓舞人心。

据1960年8月2日《批转团地委对孤岛
共青团林场情况的反映及今后意见的报告》
中的一份档案中记载：为开发孤岛，1960年
春，省委从各地动员和组织了三千名男女青
年，赴孤岛定居安家，他们在林场党委的领
导下，克服了各种困难，搞起了生产，开始了
自己的新生活。

1960年3月8日，胡耀邦同志在团省委
书记林萍、中共惠民地委书记王成旺等陪同
下，清晨由济南出发，途经惠民地委所在地
北镇(今滨州市)，在此就餐稍事休息，并应邀
与县机关部分干部青年合影。当天，胡耀邦
一行就赶到了垦利县委驻地——友林(今黄
河口镇)。胡耀邦同志对垦利县委的工作表
示赞赏和满意，并一再鼓励大家再接再厉，
艰苦奋斗，充分利用孤岛地区广阔肥沃的土
地资源，大力发展林业生产，尽快使荒滩变
成绿洲。广大团员青年把胡耀邦的关怀和
鼓励化作实际行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
开荒造林近万亩，迈出了让荒滩变绿洲的第
一步，在建设黄河三角洲的历史上写下了光
辉的一页。胡耀邦视察后，孤岛地区根据他

的建议，将“孤岛机械化林场”正式更名为
“国营孤岛共青团林场”。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
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号召，全国各地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的热潮。从1968年开始，来自济南、青
岛、淄博等城市的大批知识青年陆续来到惠
民地区插队安家。1973年9月，随着惠民地
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正式设立，本地
区非农业知识青年下乡务农的帷幕拉开。

据《中共惠民地委惠民地区革命委员会
关于做好一九七四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
员安置工作的意见》中记载：我区现有往届
毕业生、社会青年和一九七四年应届毕业生
二千五百零五名(地直机关有九百五十二
名，各县有一千五百五十三名)。按照中共
山东省委鲁发[1973]215号文件有关政策规
定，除不动员和不下乡的几种人外，有一千
九百四十名(地直机关有七百五十五名，各
县有一千一百八十五名)，需动员上山下乡
……至1978年全区送出最后一批知青结
束，5年中，惠民地区一批批非农业户口青
年下乡进了农村或农场。

■ 做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踊跃投身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生力军和突击队。

1979年3月，惠民地区各级团组织贯彻
团中央《关于在全国青年中开展争当新长征
突击手活动的决定》，至1980年2月，全区
有43名团员青年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新
长征突击手”，五个团支部被授予“新长征突
击队”称号。

1983年至1985年，全区各级团组织在
青少年中开展“树理想，比奉献”活动。组织
开展以“新长征突击手”“十杰青年”评选为
龙头的青少年评先树优活动，其中徐汉林被
评为全国十佳明星、青年乡镇企业家，郝进
然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岔尖边防派出
所被评为全国青年文明号先进集体。

在滨州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共青团惠
民地委一九八五年大事记》中记载了当年惠
民地区围绕四化建设，在各条战线、各个行
业开展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在全
农业战线上开展了青年“两户一体”竞赛活
动、“三河一线”绿化会战活动、“双采支甘”
活动等等；在工基交战线开展了“五小”智慧
杯竞赛活动、争当“技术能手”活动；在财贸
战线开展了“双佳”活动；教育战线开展了

“学雷锋，创‘三好’活动”，卫生系统开展了
“优质服务”活动。

1981年2月，共青团结合地方上已有的
相关活动，因势利导，与全国总工会等相关
单位联合发起“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1982年3月1日，惠民地区第一个“全民文
明礼貌月”活动动员大会在北镇召开。
1983年2月22日，惠民地区成立“五讲四美
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中共惠民地委、行署再
次发出《关于深入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
动的通知》，到1983年9月，全区建立学雷
锋小组3590个，送温暖小组1.89万个；建立
青年服务队 6400 个，开展为您服务活动
1775人次，做好事73.33万件；参加打扫卫
生、义务植树的千部群众290余万人次。涌
现“新长征突击手”3750人，“五好家庭”1.99
万户，“三八红旗手”1.27万人，社会风气明
显好转。随后，这一活动逐渐与1963年由
共青团发起的学雷锋运动相融合，在转变社
会风气、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

1982年11月11日，团山东省委在济南
召开命名表彰大会，授予张海迪“模范共青
团员”称号。1983年3月7日，共青团中央
作出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称号的决
定，并号召全国青少年向张海迪学习。
1982年12月2日，共青团惠民地委办公室
发出《关于开展向模范共青团员张海迪同志
学习活动的意见》。

1985年，全国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青年思想政
治工作，在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培养和造
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共
产主义新人。从此，做“四有”新人的口号和
以此为主题的活动在全国各行各业展开。

这一时期，惠民地区各级共青团组织坚持服
务大局，服务青年的原则，以培养“四有”新
人为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活动为载
体，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生动灵
活地开展青少年思想教育活动。在《共青团
惠民地委一九八六年工作总结和一九八七
年工作要点》中记载：1986年，我区学校少先
队工作在八五年“创造杯”活动的基础上，八
六年又有了新进展。全区各级团组织开展
了“全团带队”的好传统，围绕“四有”教育，
组织少先队员开展了“四有小金星奖章”活
动。全区有六千处学校开展了这一活动，上
报活动稿件一万零一百篇。

1987年，“爱劳动的小金星”活动贯穿
于全区少先队主体工作。其影响之广、效果
之实都超过了“四有小金星”活动。据不完
全统计，全区4500所中小学、50多万少先队
员都踊跃参加了这一活动，共开展创造性教
育活动29261个，形成稿件22100余篇，并且
有23951名少先队员被评为金星队员，初步
形成了“校校搞竞赛，队队有活动，人人争金
星”的生动局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89年10月17日，《冯宝璞同志在全
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
到：从全区来看，我们三百七十多万人口中，
青年人数就达九十万，占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工业生产的第一线，青年工人已超过百分
之八十；在农业战线，特别是在农机使用、农
业科研、良种繁育、新技术推广等关键性岗
位，绝大多数是青年。可以说，广大青年已成
为我区工农业战线上的一支主力军，在经济
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几年，
共青团组织开展了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学雷锋树新风活动，以
及扶贫帮困、城乡联谊、学史建碑、创青年工
程、立志建功等实践教育活动，使广大青年在
实践中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

■ 党有号召 团有行动

在社会转型时期，共青团的先行先试总
是走在最前列。1989年10月，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作为团中央直属的非营利性社
会团体，刚刚成立半年多就发起第一个“救
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这一活动被命
名为“希望工程”。

1994年6月1日，滨州地区的希望工
程正式启动，确定每年六月为“希望工程活
动月”，并要求广大党团员和领导干部要带
头，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和所有地级班子
的成员，每人都要结对救助一名失学或贫困
少年。在1994年9月1日《中共滨州地委副
书记黄学军同志在全区实施希望工程新闻
发布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短短三个月的时
间，全区筹措希望工程助学资金 160 余万
元，完成爱心储蓄 400 万元，救助贫困少年
3000多名。

作为希望工程拓展工作之一的“圆梦行
动”于2006年启动，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奉献
爱心，提供助学金、勤工俭学岗位等方式，帮
助家庭困难的大学新生顺利圆梦大学。全
市“圆梦行动”实施以来，截止到2017年，累
计筹资800余万元，资助3200余名困难家
庭大学新生。建立了“手拉手，心连心”困难
家庭青少年关爱行动信息库，入库困难家庭
青少年972人，累计筹资96.5万元，855人
得到资助。2020年8月31日，全省“希望小
屋”工作推进会议在滨州召开，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我市建设“希望小屋”326处，完
成当年任务目标的145%，在全省率先超额
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希望小屋”建设走在全
省前列。

1994年，共青团滨州地委与地区有关
部门联合推出“学雷锋青年志愿者行动”，3
月5日，两千余名青年志愿者参加了授旗仪
式，全区各级团组织近万名青年开展了“学
雷锋青年志愿者奉献日”活动。各团县委、
团市委积极招募志愿者，全区共建立各种活
动内容的志愿者服务队3000余支。1996
年3月，“滨州青年志愿者服务广场”挂牌启
动，确定每周六、周日上午9时至11时为活
动时间，由驻滨各单位团组织具体负责各项
活动的组织实施，活动内容包括便民服务、
法制宣传、政策咨询、产品介绍等。“滨州青
年志愿者服务广场”成为驻滨青少年向社会
奉献爱心的固定场所。截至2017年，全市
建立起市、县、乡（镇）、村（社区）四级志愿者
服务组织，注册志愿者达2万余人，志愿者

组织32个。成立“青春滨州”公益联盟，对
加入联盟的17个团体会员和社会组织进行
项目的宣传发动，拓展工作臂膀和工作力
量。

1994年，滨州地区在各大中型企业青
工中组织开展培养“青年岗位能手”活动，并
把活动纳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表彰体系
中。据统计，截至1994年底，全区共建立县
级青工业余培训基地45处，举办各类培训
班、学习班340多期，培训青工4.5万名。涌
现出地级岗位能手100名，县级岗位能手
890名，厂级岗位能手4465名，创“五小”成
果1475项。

1993年起，“为滨州振兴青春立功”活
动成为滨州地区团的工作的龙头。1994
年，全区团的工作逐步确立和形成了“强化
一个基础（团的组织建设）、实施三大工程
（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跨世纪青年人才工
程和服务万村青年致富工程）”的总体思路
和工作主框架，三大工程作为“为滨州振兴
青春立功”活动的主要内容开展。

1994年3月，全区青工工作会议召开，
就“双争”活动作出动员部署，（即争创“青年
文明号”、“青年全优岗”竞赛活动）。全区

“窗口”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团组织均参加了
争创“青年文明号”活动。7月，共青团滨州
地委举行了首批“青年文明号”授旗仪式，命
名了20个“青年文明号”单位，各县市和大
企业团委也举行了“青年文明号”、“青年全
优岗”命名挂牌仪式。据统计，1994年全区
涌现出地级青年文明号50个，县级青年文
明号148个。截至2017年，全市共有国家
级青年文明号21个，省级青年文明号241
个。202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即将到来之际，共青团滨州市委以“青春
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为主题，联合滨州公
共汽车有限公司创新打造的“红色青春号”
成为城市里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

1999年4月8日，团地委、地区黄河河
务局、水利局、环保局等有关单位联合下发
《滨州地区“保护母亲河行动”实施意见》，决
定于1999年起在全区全面展开“保护母亲
河行动”，广泛动员全区各级团组织和广大
青少年，充分吸纳社会资源，建设“保护母亲
河绿色工程”和“保护母亲河流域综合治理
工程”，开展“保护母亲河行动周（日）”活动，
创建“保护母亲河——绿色希望工程基金”
等。2002年，团中央、国家林业总局把全国
第一个青年绿色示范工程荣誉称号授予了

“滨州青年小开河生态林”项目。

■接续奋斗征程 再谱青春之歌

走进新时代，无论是在脱贫攻坚的战
场，还是在疫情防控一线，青年都是主力
军；无论是更高水平富强滨州建设，还是打
造“双型”城市，青年都是各个岗位的排头
兵……

2019年10月28日 ，滨州“团小虎”青
年志愿服务驿站正式运行。截至2021年
底，已累计为2万余名市民提供志愿服务。
在2021年举办的滨州市第二届青年志愿服
务项目大赛暨青年志愿者助力创城动员大
会上，36个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参赛，
152名青年志愿者集体宣誓，吹响青春助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集结号。

此外，面对台风“烟花”，2429名青年志
愿者有序参与防汛救灾等志愿服务；2600
名青年志愿者与1300名农村留守儿童进行
结对，开展感受城市、实现微心愿、亲情陪伴
等志愿服务。在抗击非典疫情、新冠肺炎疫
情中，青年志愿者们奔赴抗疫一线，协助开
展社会性防疫工作，成为最美“逆行者”。

2019年7月20日 ，滨州“渤海学子·青
鸟计划”启动。截至目前，滨州市累计引进
高端专家350名、本科以上大学生3.5万余
名，人才“净流入”结构持续优化，大批青年
为滨州贡献智慧，为滨州加入新鲜血液。

习近平总书记曾勉励青年“得其大者可
以兼其小”，“小我”同“大国”本应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同命相依。“国家不可一日无青
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百年前如此，当
今亦如此！新一代滨州青年敢于有梦、勇
于追梦、勤于圆梦，将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
继续秉承五四爱国主义精神，以复兴宏愿
激发个体的道德感和神圣感，将个人前途
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继续谱写壮丽的青
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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