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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虹口青联首届委员的芳华岁月
撰稿

吴德胜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成立于 1949 年 5 月 4 日。全国青联是我国各族各界青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组织。毛主席为青联成立题词，号召“团结各界青年，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全国青联首
届主席是廖承志，胡锦涛同志也在“文革”后恢复青联时担任了七年的全国青联主席，李克强总理也
曾担任过较长时间的全国青联主席。虹口区青年联合会成立于 1988 年 11 月 11 日，至今已有三十个
年头了，其实早在 1983 年
“上海市青年联合会虹口区办事处”已在开始工作了。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
团结各族各界青年参与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
投身国家发展建设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青联—
青联
——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
青年是生命的春天，青联是春天阳光照
耀下的大地。在这片大地上，鲜花开得特别
璀璨烂漫，
明亮得耀眼。绿树长得郁郁葱葱，
流淌着新鲜的令人心动的绿色。在虹口区青
年联合会成立 30 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回
顾那激情燃烧的
“芳华”岁月。
青年联合会被誉为“小政协”，堪称藏龙
卧虎之地，
委员尽皆业界翘楚、青年才俊。通
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供了广交青年朋
友、相互交流信息的机会。青联委员覆盖各
行各界，主要由共青团、民主党派、宗教民族、
工商经济、侨胞侨属、台胞台属、政法、科教文
卫体、机关、部队、学生等各界别杰出青年代
表组成，包容性强，本身就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库、信息库和资源库。通过丰富多彩的联谊

活动，
第一时间获取前沿信息，
不同专业之间
的藩篱和屏障被拆除。这是一个年轻人集聚
的团体，
气氛宽松融合，
办事却很有效率。在
那里，
没有等级森严，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
系。委员们通过各种交流眼界顿开，迅速实
现跨领域对接，
难怪有人戏称这是真正的
“蓝
海战略”
。
上海市青年联合会虹口区办事处主任由
时任团区委书记的张永林担任，
王炎萍、俞文
慰、张海伦、陈金保、范瑞芬、胡琪、吴德胜、沈
林康等分别担任各界别的副主任，直至 1988
年 11 月 11 日，
虹口区青年联合会率先在全市
各区县中宣告成立，张永林任首届青联主
席。直到今天，许多团员青年和青联委员还
记得这位英俊潇洒的“青年领袖”。30 年来，

今天的青联已是第八届了，担任过青联主席
的分别是：张永林、王剑华、麦碧莲（主持工
作）、卞学敏、张清、万建辉、潘惠琴、李磊、上
官剑、陈晓峰、杨海涛。
青联这个团体确实有它的特殊性和凝聚
力，
年轻时参加过青联组织的委员，
都会对这
段
“芳华”经历终身难忘。就这次我们虹口区
青年联合会筹备“筑梦三十年”——2018 虹
口区青联首届委员再聚会活动期间，我打电
话给原市青联七届主席、现任国务院参事室
党组书记、主任王仲伟，
请他为我们的活动题
词，他在北京爽快地答应了，没过几天，我手
机短信上出现了“不忘初心、青春无悔”八个
大字。我在想，
如果不是青联，
其他组织让他
题词，
他一定会婉言谢绝的。

青联—
青联
——各行各业的青年才俊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于 1990 年首创了
一个标志性的活动，即评选“十大杰出青年”
活动，紧接着，虹口区青年联合会也在本区范
围内评选
“十大杰出青年”，资料显示，
当时的
评选条件是：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四项
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在本职工作及社会服
务方面有杰出成就和突出贡献，年龄 18 周岁
至 39 周岁的虹口区公民。”经过层层推荐，首
届虹口区“十大杰出青年”是：张清、江小龙、
王力平、叶冲、朱鸣、沈雪萍、陆巍、金根林、黄
山明、蔡茂庆。这十位“杰出青年”基本上都
被吸收为区青联委员，
几年后，张清担任了团
区委书记和区青联主席，江小龙、朱鸣等也成
为
“市管干部”。青联第二任主席王剑华目前
还在市委市政府信访办担任主任；青联常委
朱国顺更是家喻户晓的《新民晚报》社党委书
记、社长、总编辑，许多委员都成为各行各业
的领军人物。
青联委员人才荟萃。青联常委马健三
十多年都在工商银行不同的岗位中，直至近
年出任工银安盛人寿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2014 年还被推选为中国银行业协会私
人银行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常务副主任；2017
年被上海市政府授予“上海领军金才”荣誉

称号。青联委员叶冲，13 岁开始练习击剑，
28 个年头在海外冲冲杀杀，曾获得世界青年
击剑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冠军、北京亚运会
击剑比赛男子花剑个人冠军、第九届全运会
击剑比赛男子花剑个人冠军；2013 年 11 月
起，出任中国男子花剑队主教练。青联常委
何剑平，酷爱合唱指挥专业，曾任上海音乐
家协会合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合
唱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合唱中心副理事长；
在历届“上海十月歌会”、历届“上海市民文
化节”
“ 上海庆祝新中国 60 华诞《黄河大合
唱》诞生 70 周年大型歌会”
（江湾体育场万人
同唱）、虹口区千人《黄河大合唱》等大型演
出中，彰显了他的才华和风采。青联委员戎
凯丰，现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
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市摄影家协会
理事,早在 17 年前就领头创办虹口现代影像
艺术协会，与有关方面合作，仅举办摄影比
赛和展览就达 30 余次。青联委员徐志东，为
人憨厚，貌不惊人，由于骨折造成肢体残疾，
对比常人有许多不便，他却自谋职业，成为
一名优秀的平面设计师，成功设计了中国的
驰名商标——上海建工集团标志；他的作品
《饮水思源》
《出行》入选上海第十三届国际

艺术摄影展览，在中华艺术宫展示；作品《老
桥》
《车站》入选 2017 年上海市摄影艺术展
览，得到了社会各方的良好反响。青联常
委、区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蔡秀琴，始终带
着一颗火热的赤诚之心，十几年潜心为大
家、为社会群众提供保健咨询、血压测量等
服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和蔼可近的“老大
姐”。青联委员、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
员会副主任杨基恩，坚持爱国爱教，成为基
督教长老后，进一步为促进社会和谐、宗教
和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青联还开设各种讲座、论坛，
让委员走上
讲坛，普及经济、司法、社科、文艺等知识，经
常是“高朋满座、宏论四起”。记得还曾为委
员韩婷婷、夏卿开了独唱音乐会。韩婷婷现
在已是上海“范派”的传人和歌坛明星了；夏
卿曾获得上海
“卡西欧大奖赛”冠军。王伟委
员的硬笔书法已达到出“字帖”的水平，如今
已成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的理事。而由委员
秦剑芬领衔的
“中国文津会国际旗袍艺术团”
的旗袍秀，更是上了央视春晚。医疗卫生界
的包兴峰、教育界的胡培华、政法界的张晨、
新闻界的王申明、民主党派的谢明辉等等，
都
是从
“青联”走出来的
“名人”
。

青联—
青联
——联志联情联谊
十年“文革”一度停止工作的青联，从
1983 年恢复工作起，就一炮打响。时值中日
两国刚恢复友好关系，
中国政府决定邀请三千
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与中国青年举行大联
欢。很有幸，
上海的虹口公园（鲁迅公园）被选
中，
接待 600 位日本青年。虹口区青联办事处
当然成了
“中日青年大联欢”
的主办方，
刚进团
区委工作不久的我，
跟着我的前任——上海市
青年联合会虹口区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的
胡琪忙里忙外，要在虹口公园建一个
“中日友
好”
大钟，
要搞中日青年友谊植树活动，
还要挑
选数十个青年家庭接待日本青年等。当时国
际交流的
“规矩”有很多，日语翻译人员像
“大
海捞针”，困难重重。还好，刚刚恢复工作的
“青联”，通过这次举世瞩目的盛大活动，等于
做了一个大大的免费
“广告”
。
青联不同于共青团组织，它更注重的是
包容性，只要是爱国青年，都可成为其成员。
因此，团结、联合各族各界青年是它的首要任
务。青联的活动中，
“委员小组”的作用，还成
了虹口青联组织的“好基石”。因地制宜，因
势利导，因事组合，不仅各显神通，而且各创

特色。既坚持
“联志、联情、联谊”，又体现
“经
常、自办、借力、活跃”，向心力、凝聚力不断增
强。
“委员谈”
“委员干”
（助学助困）、
“委员遊”
“委员餐”，几乎成了“基础活”，寓教于乐，寓
情于心，
青联委员的感情更近更浓了，
即使到
了 30 年后的今天，依然有联系。由于委员名
额有一定的限制，
虹口青联首发
“青联之友活
动证”，吸引了数百位各界青年走进这个“青
年之家”。今年已 72 岁的蔡秀琴是首届宗教
界委员，
至今还活跃在
“青联群”里，
她深有感
触地说：
“青联组织是我最留恋的家，年轻时
候的朋友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杨基恩
委员也说到：
“参加青联，让我们的一生在爱
国、为国、报国的路上尽上自己的义务。”王立
强委员还记得：
“在这个青年之家里，我们曾
面对面的与李白烈士夫人裘慧英交流，并参
与李白烈士故居建立工作；我们曾走访国旗
的设计者曾联松老人，聆听新中国第一面五
星红旗的设计过程；我们曾优先参观鲁迅故
居、左联遗址等诸多上海历史上和中国历史
上的
‘第一’
等等。我们还为虹口的发展进行
调研，
就我写的论文《抓紧青年教师的培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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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区委书记大加赞赏，要求教育局
专题研究、认真落实”
。
年轻人的组织一定具有年轻人的特点，
区青联经常组织寓教于乐的活动来联情、联
谊、联志。开展乒乓球、篮球、足球、羽毛球、
游泳、跑步等体育活动；
开展委员组或委员个
人展示自身特长的联谊活动；组织委员和家
属旅游活动等。记得有一年冬天，我组织了
一次交谊舞会，发出去的请柬是这样写的：
“大雪纷飞，手冻脚凉，青春朝气，藏在腹中，
有人提议，来个‘嚓嚓’，君若有意，恭候光
临”。这些活动，每个老委员都会记忆犹新。
这是一个年轻人集聚的团体，
气氛宽松融洽，
办事却很有效率。在那里，
没有等级森严，
人
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青联的最重要的特征，当然是年轻。人
到中年，就要告别青联。许多人退出青联的
时候，
区青联开欢送会、发荣誉证。还记得我
在退出青联时的经历，
当时的我百感交集，
在
日记中抄录了普希金赞美母校皇村中学的一
首诗《10 月 19 日》：无论命运会把我们抛向何
方，
无论幸福把我们向何处指引，
我们——还
是我们：整个世界都是异乡，对我们来说，母
国——只有皇村。
青联委员对青联的感觉，正如普希金对
母校的深情。
我们曾经年轻；
我们不再年轻；
我们依旧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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