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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初期，高校积极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的历史

推动作用。新时期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坚持与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与实践教育相结合、

与历史教育相结合、与国情教育相结合、与文化教育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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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1949—1956年），按照《共同纲领》

规定的“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

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

务”[1](P3)的要求，高校深入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引导青年大学生加快对新社会、新国家、新制度的政

治认同，为新中国建设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一、新中国初期高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 

紧迫性与重要性 

1．新中国迫切需要培养“全心全意忠于祖国和人

民事业”的国家建设人才 

新中国初期“全国有高等学校二百零五所，学生

十一万七千人”，[1](P10)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专业设置

及师生的价值观念等不能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因

此加快培养适合国家建设需要，具有马列主义世界观，

全心全意忠实于祖国和人民事业，掌握先进科学和技术

的各种专门人才，成为新中国初期高等学校的紧迫任

务。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明确高等教

育培养目标为“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掌握现代科

学和技术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的国家建

设人才”。[1](P19)1951年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五届代表大会

决议指出，“现在中国学生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国同

学中努力普及与加深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团结全国

同学，在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努力提高自己的知

识水平”。[1](P44)1952年教育部党组提出进一步在高校中

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加强政治领导。 

2．新中国初期改造青年学生旧思想迫切需要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  

1950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指出：

“过去如果不是封建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子弟，是很少

有机会受大学教育的。即使在今天，大学学生的成份

也还是没有什么变化”[2](P16)据1952年苏北一所师范专

科学校的工作汇报，当时“全校482名学生中，男367

人，女115人，学生按籍贯分来自16个省市，学生成分

大部分为工商业及地主家庭的子弟。”[3](P198)来自封建

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子弟，有些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

建、买办及资本主义思想。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翻天覆

地的社会变化，他们既对新中国的建立和民族振兴充

满憧憬向往，但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对共产党能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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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是否适合中国持怀疑态度。

因此，党和政府接收改造旧高校的迫切任务就是改造

旧思想，通过广泛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强青年学

生对新社会、新国家、新制度的政治认同感。  

二、新中国初期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 

1．落实“教育为人民服务”思想，为大学生爱国

主义教育创设前提  

新中国初期，党中央提出“教育为人民服务”的

思想，周恩来指出：“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以我们的

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

知识分子。”[2](P18) 

第一，实施向工农倾斜的招生政策及人民助学金

制度。针对除老解放区以外“其他地区的各级学校的

学生绝大多数还是中农以上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上

的子女；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工农大众及其子女基

本上还被关在学校门外”[4]的现状，党和政府着力增

加工农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通过“人民助学金、实

行干部教育班、业余教育、工农速成学校等多种教育

途径使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到高等教育”。 [5](P195)1950

年5月，《关于高等学校1950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

定》明确本年招生对3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革命

干部、革命军人以及兄弟民族学生、华侨学生从宽录

取，并要求各高校招生录取名额中对曾长期从事革命

工作的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及产业工人要达到一定的

比例。1952年7月，全国高校公费制一律改为人民助

学金制，高校学生全部给予人民助学金，解决了工农

子女上大学的经济问题。新中国成立3年来，“所有教

育设施都向工农劳动人民开门⋯⋯高等学校学生中，

工农成分已达到20%以上。这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

有的现象”。 [6] 

第二，接管改造旧高校，创办新型大学。对于接

管的公立大学，废除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思想教

育。对接受美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中央决定“采取登

记和接办办法，使其做到与美帝完全脱离关系”并“展

开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7](P436)同时，党和政府积极

创办“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新型大学，1951年“中国

人民大学的学生成分，主要是干部和产业工人。现有

本科学生1519人，专修科学生1138人，文化补习班273

人，共计2930人；其中干部和工人约占72%，政治质

量好，文化水平较低”。[5](P174)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

上，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创办工农速

成中学，后将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使其成

为高等学校的预备班。通过接管、改造及创办，与新

中国建设需要相符合的高等教育体系迅速建构。 

第三，加大投入，实现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新中国

初期，高等教育不能适应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以1952

年为例，“按照原有工科院校的招生规模，第一个五年

计划期间只能向国家输送4～5万名毕业生，不足当时工

业建设所需要人才的25％”。[8]国家加大了对教育尤其

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九五〇

—一九五二），我国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

的5.49%”；[1](P71)“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教育

事业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59%”，[1](P209)在教育

投资内部，高等教育的比重也是逐步增加，1952—1957

年所占比重分别为15.64%、17.73%、21.21%、21.38%、

22.4%、21.57%。[9](P34)1952年底，全国高校在校学生19.4

万，比1950年的13.8万余人增加了40%。1953—1954学

年在校学生21.6万人，比1952年增加了11%，而1954年

达25.5万余人，又比1953年增加18%。1957年的在校学

生数达到44.1万人，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1947年）

的15.5万人超过28.6万人，即增加1.8倍，比1949年的11.7

万人超过32.4万人，即增加2.7倍。[10](P80) 

2．初步形成适合时代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制，

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供重要保障  

新中国初期，高校逐步形成了由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时事政策教育和日常思想品德教育组成的思想

政治教育体制。 

第一，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广大学生对

新中国朴素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科学的理性认识。1950

年8月，政务院批准的《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

决定》指出，“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

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1](P24)借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52年

10月，教育部对全国高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必

修课等做了系统详尽的规定，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课

程体系。1956年9月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

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规定了“马列主义基础”“中

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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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四门政治理论课的高低两种教学时数。[1](P178)新中

国初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呈现出“课程内容主要

围绕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中国革命史展开”、“不断

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学生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11]的特点。 

第二，建立时事学习制度，提高大学生投身于国

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自觉性。1951 年，为了加强爱

国主义教育和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教育部规定

各院校设立时事学习讲座，成立时事学习委员会，其

主要任务是推动时事学习。中共领导人率先垂范，亲

自到高校作报告，并要求各级党的领导到高校去进行

时事政策教育。通过时事学习，提高了广大青年学生

对国情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增强了爱国之心和

报国之志。时事学习制度成为加强大学德育工作的优

良传统，发展成为如今的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 

第三，注重道德教育，为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新中国初期，少数学生受资

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纪律松弛，甚至走上了腐化堕

落的道路。1954年 11月到 1955年 9月，团中央在除

西藏外的全国 135 个大中城市先后开展了“培养青年

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思想政治

教育活动。1955年 9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团中央书记

处《关于开展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

思想侵蚀的工作的总结报告》，指出“对青年的共产主

义道德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当前的阶级斗争来进行⋯⋯

逐步培养青年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成为对敌

人无限憎恨、对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无限忠诚和热爱的

战士”。[7](P320)通过普遍的道德教育，促进了青年学生

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养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奠定

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3．结合政治运动，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活

力源泉 

“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

各种社会斗争激烈、尖锐而复杂，引导广大青年学生

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斗争的实践，成为高校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要途径。”[12]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

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都活跃着青年大学生参

与实践、接受教育的身影。 

第一，组织大学生参加土改，增强大学生对新国

家、新制度的理解和认同。1950年6月，土地改革在全

国范围内实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政法各系学

生八百人，根据教育部指示，分赴西北、中南、西南

参加了半年土地改革工作。[1](P49)广大学生通过土改政

策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

策有了更加深切的理解和认同，澄清了错误的阶级观

点；认识到劳动人民的伟大，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

想；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信任，认识到共产党是

真正为劳动人民服务的。  

第二，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激发大学生的

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志。1950年 12月，教育部指出学校

要有计划地进行以抗美援朝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

“从本质与事实两方面认清美帝的真相，更加仇视、鄙

视、藐视美帝，鼓舞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13](P65-66)

全国高校迅速掀起了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学习热潮，

“广大师生还走向社会、深入工厂、农村展开宣传活动。

京津两地百分之八十学生参加了宣传活动”。[1](P29)高校

以基层班组为单位，普遍订立“爱国公约”，强调“学

生们要以爱国的热情学好功课，教师们要改进教学，将

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教育贯穿到各种课程中去，[27](P39)

把爱国热情引导到日常活动中。  

第三，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开展思想改造，

提高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新中国初期，各高

校将“三反”、“五反”运动的学习同思想改造运动结合

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针对资产阶级以及腐蚀思想的

斗争。运动以自我批评为主，辅以师生间相互热忱帮助，

通过听报告、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工作实际，

进一步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思

想影响，划清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思想界限，批判

了资产阶级剥削人民、唯利是图的思想，开始树立劳动

光荣，为工农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第四，注重劳动生产实践，帮助大学生树立为人

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观点。高校注重利用生产

劳动实践开展爱国主义教育，1954年5月《高等学校与

中等技术学校学生实习暂行规程》指出生产实习的目的

在于增强学生的劳动意识，巩固专业知识，树立为人民

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意识。广大学生通过广泛接触

劳动人民，增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增强了劳动

观念和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树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认

清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树立起为人民服务、为祖国

建设服务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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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中国初期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启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

主义的鲜明主题。新中国初期，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探

索积累的经验与做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 

新中国初期，高校通过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教

育，增强了青年学生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认同。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

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当代中国，爱国主义

首先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开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国家的热爱上。高校应教育引导青年大学

生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爱什么国”的问题，不断丰

富爱国主义的内涵，坚持把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爱中

国共产党统一起来，使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日益发扬光大。 

2．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 

新中国初期，青年学生在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与

劳动实践中树立起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建设服务的思

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高校

应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大学

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

作贡献，让实践教育成为当代大学生接触社会、关注

祖国和民族命运、实现报国理想的有效途径，引领他

们在创造社会价值中实现个人价值的升华。 

3．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历史教育相结合 

新中国初期，高校通过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

史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是

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激发其参与建设社会主义

新事业的豪情壮志。新时期高校应坚持通过相互衔接、

系统推进的历史教育，引导青年大学生继承和发扬中

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中国革

命优良传统，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

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

尊严感、荣誉感。 

4．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国情教育相结合 

新中国初期，高校坚持立足国情，加强国情教育，

引导青年学生感知国情，关注国家前途命运，提升投

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自觉性。新时期，高校应注重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中积累资源，深入

推进国情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把成长成才建立在对祖

国的准确了解和自身的正确定位上来，坚持社会的发

展进步与自身的完善的有机结合，将“个人梦”的实

现融汇在“中国梦”实现的伟大征程中。 

5．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 

新中国初期，高校通过丰富多样、喜闻乐见的文

化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营造了浓厚的爱国氛围，

变被动灌输为主动实践。新时期，教育的形式载体更

加多元、开放，高校应在坚持主渠道教育的基础上，

有效拓展课堂内外、网上网下等各类平台载体，创新

教育形式，营造浓郁校园文化氛围，生动传播爱国主

义精神，使学生处处受到爱国主义精神的感染，增强

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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