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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关于建立青年团的“学习笔记”
——纪念刘冰诞辰 100 周年

刘夏阳

刘冰（1921—2017），曾用名姚发光，河南省伊川县人。1938 年

入党并参加革命工作。抗战时期曾先后在延安抗大、八路军随营干部学

校、抗大一分校学习，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抗大六分校、太

岳抗日根据地、豫西地区工作。1949 年起，任河南省委青年工作委员

会副书记和书记、河南团省委副书记和书记、团中央办公室主任兼青农

部部长、办公厅主任等。1956年到清华大学工作，任校党委第一副书记，

曾兼任校工会主席等。1978 年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1979 年

并任甘肃省副省长，1981 年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1983 年任甘

肃省委常务副书记，1986 年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 年后，先

后担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问，1998 年离休。

＊本栏目由本刊编辑部与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合办

1949 年 6 月 14 日《河南日报》

新辟“河南青年”专栏，发表中共

河南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省

青委”）副书记刘冰的题为“为什

么要建立青年团？学习笔记之一”。

同月 21 日和 28 日《河南日报》“河

南青年”专栏第二期、第三期又相

继刊登了刘冰的“青年团是什么性

质的组织？学习笔记之二”“青年

团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学习笔记之

三”。“河南青年”的面世和刘冰

撰写的关于建立青年团系列“学习

笔记”，在河南全省青年中引起广

泛关注。

开辟“河南青年”专栏

1949 年 3 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

封成立后，时任豫西青年联合会主

任的刘冰，被任命为中共河南省委

青委副书记。因书记是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岳明兼任的，省青委工作实

际上由刘冰主持。后来省委又调来

张延积副书记。

1949 年 4 月上旬，刘冰担任河

南青年代表团团长前往北平，参加

于 4 月 11 日至 18 日举行的中国新

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5 月 4 日，作为主席团成员又参加

了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议结束回到河南，刘冰向省委领

导汇报传达了这两个大会精神。省

委指示要在各级党委和党内外群众

中宣传贯彻两个大会精神，并要求

各级党委建立完善青年工作机构和

配备干部，要有计划、有组织、有

步骤地由点到面建立青年团，加强

对青年工作的指导。根据省委的指

示精神和工作需要，省青委一方面

通过工作系统积极组织传达、学习

贯彻两个大会精神，宣传建立中国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必要性，并决

定出版“河南青年”，先依托《河

南日报》设置专栏，以副刊形式每

周一期；一方面着手在开封、郑州、

洛阳等城市已部分建团基础上，开

展全省范围的建团工作。《河南日

报》新辟“河南青年”专栏、发表

刘冰以学习笔记形式的关于建团问

题系列文章，就是省青委宣传贯彻

两个大会精神和加强青运建团思想

政治指导的具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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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即已提议并

责成各中央局、各分局根据要求和

实际情况，暂以解放区为限，择地

先行试办。1948 年 11 月，中原局发

出在新解放区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的指示。但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在认识和舆论方面遇到的最基

本问题，是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

全国性青年组织？它与以前的青年

组织有什么不同？它的主要任务有

哪些？

事实上，党外广大群众和青

年由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对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青年运动缺乏了

解。不少青年都参加过国民党三民

主义青年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

三民主义青年团有什么不同？为什

么要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些

问题在群众和青年中普遍存在；在

党内也有一些模糊认识需要解决。

如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共产主

义青年团”）在革命斗争中发挥过

重要作用，但也犯过先锋主义“第

二党”和关门主义的错误。抗日战

争以来，代替共青团组织的中国青

年救国会等青年抗日团体，在抗战

初期很活跃，很受青年欢迎，但抗

战中后期组织松散，不能适应形势

要求和青年特点。有的地方组织甚

至单搞一套，闹青年主义独立性，

遇到反对就消沉无为。以往青年运

动中的种种情况和问题，在党内干

部里都有影响。现在中央提出建立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过去的青年

组织一样吗？这一青年组织在当前

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能起到应有的

作用吗？一些干部、党员还弄不清

楚。因此，广泛深入宣传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的性质、任务以及建立这

一组织的重要性就成为建团的首要

问题。

发表三篇“学习笔记”

刘冰发表以学习笔记形式的

系列文章，既是宣传讲解中国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中

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精

神，也是为了正确指导和推动青运

建团工作健康发展，回答建团的基

本问题，消除党内外实际存在的一

些误解和思想障碍。

刘冰的学习笔记之一“为什么要建立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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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的学习笔记之一“为什么

要建立青年团？”，重点从“青年

的需要”“青年运动的需要”“历

史经验证明需要”“目前革命形式

需要”和“两年多来青年团的发展

及成果证明需要” 五个方面阐述了

建立青年团的现实背景、条件和必

要性。

刘冰学习笔记之二“青年团

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文章就青

年团的性质、青年团的先进性与群

众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展

开论述。强调了青年团是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不仅为新民

主主义社会彻底实现、为全中国人

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而且要为全

世界持久和平与人民的民主、为全

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由最受

压迫和剥削、因而革命最坚决的工

农劳动青年积极分子及革命知识青

年、革命职员作为成份基础的，具

有先进性的群众性组织。青年团不

是“第二党”，而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先进青年们的群众团体。

刘冰在学习笔记之三“青年团

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中，围绕着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的决议》指明的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主要就“有

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革

命实践中不断地教育自己的团员和

青年群众”这个第一任务，围绕着

“为什么要学习”“学习什么”“怎

么学习”“谁来领导和怎样领导团

员学习”等问题展开讨论。文章最

后写道：“青年团的学习是为了更

好地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的学

习必须与党的总方针总任务密切结

合，以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学习方法

去发动青年团员的自觉性，团结广

大青年群众为党的方针任务彻底实

现而奋斗。”

上图：刘冰学习笔记之二“青年团是什么性质的组织？”

下图：刘冰学习笔记之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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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省青运建团发展情况和

加强思想政治指导需要，1949 年 7

月初，省青委决定将刚刚设立在《河

南日报》上的“河南青年”专栏，

从第四期开始独立出版，作为省青

委领导下的第一份面向全省青年的

刊物。随后，刘冰在这份独立出版

的《河南青年》和其他宣传媒体上，

以学习笔记和讲话、报告等形式，

发表了涉及青运建团指导思想中几

个重要问题，诸如坚持发挥党的助

手和后备军作用，坚持发展质量、

自觉自愿个别发展，坚持在实际斗

争和运动中发展，坚持先试点后推

广、由点到面建团，和正确处理青

年团和党的关系等文章（包括媒体

报道）。

号召全省青年行动起来

在加强舆论宣传和工作指导同

时，省青委创办团校工作也在有序

推进。经省委批准，省团校于 1949

年 8 月上旬正式开学。主要招收区

以上青委、团工委书记副书记，每

期培训两个月。刘冰和省青委负责

同志曾多次在团校讲过课。

省青委成立短短几个月，河南

全省青年工作有了很大起色。1949

年 7 月 3 日至 11 日省青年工作会

议在开封举行。刘冰在大会开幕式

上代表主席团致开幕词，传达全国

团代会和青代会的决议，总结了全

省上半年青运建团工作。省青委书

记岳明提出下半年青年工作方针任

务，对大会做了总结。

这一阶段，省青委突击抓了城

市青年工作会议，总结城市初步建

团经验，对全省城市建团作了更完

整的部署。10 月间分别对工厂、学

校、机关建团提出了不同要求，推

动城市建团积极健康发展。与此同

步，省青委还注意督促总结各地农

村建团试点工作，并派出工作组到

许昌参加农村实验建团，以便取得

直接经验。1950 年 1 月，省青委在

总结各地农村建团经验的基础上，

为省委草拟了《中共河南省委 1950

年土改运动中建团方案》，经省委

讨论通过，1 月 30 日向全省发布。

1950 年 4 月 9 日 至 15 日， 刘

冰以省青年代表团和省联合会筹委

会负责人身份参加了河南第一届各

界人民代表大会，并作大会发言。

会后，省青委迅速动员力量，号召

全省青年行动起来，拥护和贯彻这

次大会的决议，更加积极地参加剿

匪反霸、群众运动、生产建设等中

心工作。

到 1951 年 5 月 4 日 新 民 主 主

义青年团河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

开时，河南青年团组织在党的培养

和领导下获得很大发展，经统计已

有团员 209756 人，在各条战线、

各种革命工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刘冰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张

延积做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

河南团省委委员会。岳明当选书记

（兼），张延积和刘冰为副书记。

1951 年 5月 20 日，刘冰（右二）参加河南省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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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团代会闭幕不到一周，1951 年 5

月 20 日省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举

行，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委员会，

刘冰当选主席。

1951 年 11 月 20 日至 26 日刘冰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

次会议检查并总结了青年团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三十一个月

的工作，并确定了下一步青年团的

中心任务。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

告，强调当前全国人民的政治任务

是抗美援朝、加强国防建设力量、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思想改造运

动。号召青年团员要在这些任务中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的助手。要

求青年团组织要注意培养干部，并

要有计划地向党和政府输送干部。

会议听取青年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关

于“青年团的目前情况与工作”的

报告。该报告概述了团的基本情况

与当前的任务，并指出如何进一步

巩固和壮大团的组织，更紧密地团

结群众以及改进团的领导问题。随

后，贯彻落实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决议精神成为河南省

青委的工作重点。

1952 年，省委决定岳明不再兼

任省青委和团省委书记，刘冰接任

省青委和团省委书记，张延积调到

新的单位工作。刘冰担任团省委书

记期间曾到北京向时任团中央副书

记蒋南翔汇报过工作。时任团中央

书记胡耀邦曾将刘冰组织撰写的河

南团省委工作报告批转全国，并亲

自点名，将刘冰调到团中央工作。

离开河南到北京工作

1953 年 5 月 16 日至 26 日，刘

冰主持完在开封举行的青年团河南

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代表团省委

第一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后，离开

河南到北京工作。刘冰在团中央先

后任办公室主任、青农部部长、办

公厅副主任、主任。1955 年组织安

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1956 年毕业

时蒋南翔把他要到清华大学做党委

第一副书记，开始从事高校教育工

作。

刘冰从 1949 年 3 月到 1953 年

5 月在河南省青委和省团委工作期

间，河南省青运建团遍布全省工农

商学等各行各业各个基层，从小到

大、由点到面，蓬勃发展。广大团

员青年积极分子在土地改革、剿匪

反霸、参军支前、抗美援朝、国防

建设、镇反、思想改造运动、增产

节约运动和工农业生产中都起到非

常重要的作用。刘冰是河南青年团

最早的主要领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为全国解放前夕和新中国建立后党

的青年工作和河南青年团建立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1 年 11 月 20 日，刘冰（第二排左四）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