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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青春理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
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
在。党的队伍中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
理想、充满奋斗精神的青年人，这是我
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始终充满生机活
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
秋伟业，必须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
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用极大力量
做好青年工作，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
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纪念
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着眼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深
入阐述做好青年工作的重大意义，深
刻阐明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
战略任务、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对做

好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
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提出了明确
要求，为我们做好青年工作指明了努
力方向。

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就要主动
走近青年、倾听青年。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当代青年思想活跃、思维敏捷，
观念新颖、兴趣广泛，探索未知劲头
足，接受新生事物快，主体意识、参与
意识强，对实现人生发展有着强烈渴
望。这种青春天性赋予青年活力、激
情、想象力和创造力，应该充分肯定。
同时，青年人阅历不广，容易从自身角
度、从理想状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
世界，难免给他们带来局限性。这是
青年成长的规律，我们要尊重这个规
律。”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就要尊
重青年天性，照顾青年特点，经常到青
年中去，同青年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
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价值取向、

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倾听他们对社会
问题和现象的看法，对党和政府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即便听到了尖锐的甚
至是偏颇的批评，也要有则改之、无则
加勉，成为青年愿意讲真话、交真心、
诉真情的知心朋友。

做青年工作的热心人，就要真情
关心青年、关爱青年。青年处于人生
道路的起步阶段，在学习、工作、生活
方面往往会遇到各种困难和苦恼，需要
社会及时伸出援手。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指出的：“当代青年遇到了很多
我们过去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压力
是青年成长的动力，而在青年成长的
关键处、要紧时拉一把、帮一下，则
可能是青年顶过压力、发展成才的重
要支点。”我们要关注青年所思、所忧、
所盼，帮助青年解决好他们在毕业求
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
人赡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操心事、烦

心事，努力为青年创造良好发展条件，
让他们感受到关爱就在身边、关怀就
在眼前。

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就要悉心
教育青年、引导青年。“当青年思想认
识陷入困惑彷徨、人生抉择处于十字
路口时要鼓励他们振奋精神、勇往直
前，当青年在工作上取得进步时要给
予他们热情鼓励，当青年在事业上遇
到困难时要帮助他们重拾信心，当青
年犯了错误、做了错事时要及时指出
并帮助他们纠正，对一些青年思想上
的一时冲动或偏激要多教育引导，能
包容要包容，多给他们一点提高自我
认识的时间和空间，不要过于苛责。”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话语揭示了做好
青年工作的真谛。只要我们坚持关心
厚爱和严格要求相统一、尊重规律和
积极引领相统一，既理解青年所思所
想，为他们驰骋思想打开浩瀚天空，也

积极教育引导青年，推动他们脚踏实
地走上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为青年
创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
人尽展其才的发展条件，新时代中国
青年就能乘新时代春风，在祖国的万
里长空放飞青春梦想。

五四运动以来的 100 年，是中国
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
的 100 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
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 100
年。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各级党
组织和领导干部做好青年朋友的知心
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
路人，新时代中国青年就一定能更加
积极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让青春
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
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
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做好知心人热心人引路人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上接A01版
是一场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伟大
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
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
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五四运动出发，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
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的历史重任，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
发展，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今天，站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
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
多年奋斗史的长河中，回望五四运动以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建立中国共产党、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我们尤其能感受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
发展进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尤其能理解五四精神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五四运
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
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
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
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
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汇聚起了中华民族
穿越风雨、走向复兴的磅礴力量，谱写了一曲曲感
天动地的青春乐章。历史深刻表明，青年是整个社
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
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
出的：“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
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奋斗。”广大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把树立远大
理想和脚踏实地统一起来，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
兴伟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担负起时代
赋予的光荣使命，奏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在五四精神激励下，当代青年要激扬家国情
怀，与祖国共奋进。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
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
息的精神纽带。历史充分证明，爱国主义始终围绕
着实现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而发展，最终汇流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
命运密不可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当代
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
主义高度统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今中国最鲜明的
时代主题。广大青年要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
向的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实现伟大梦
想的奋斗之中，努力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在五四精神激励下，当代青年要坚持知行合
一，同人民齐奋斗。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
丽；同人民一起前进，青春才能昂扬；同人民一起梦
想，青春才能无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
青年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投身人民的伟大奋斗。”今
天，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
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
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广大青年只有把自
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
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
华人生境界，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放飞青春梦想。

百年风云变幻，不变的是精神；百年沧海桑
田，不老的是青春。今天，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
就是让五四精神在新时代放射新的光芒。让我们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释
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
代，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
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
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让五四精神
在新时代放射新的光芒

人类可能首次探测到
黑洞与中子星相撞引力波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3日电 美国激光干涉引
力波天文台（LIGO）2日发布新闻公报说，他们可能
首次探测到了黑洞与中子星碰撞产生的引力波信
号。但信号非常微弱，很难辨别清楚，因此还需要
一段时间才能得出确切结论。引力波是由黑洞、
中子星等碰撞产生的一种时空涟漪。探测引力波
对人类探索宇宙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月2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西部的发射场，
“新谢泼德”亚轨道飞行器着陆。

美国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
贝索斯创建的蓝色起源公司2日成功试飞并回收
了“新谢泼德”亚轨道飞行器。据美国媒体报道，
蓝色起源公司有望在今年底实现载人飞行，不过
该公司目前尚未公布“船票”价格。 新华社/路透

美蓝色起源公司再次成功试飞
并回收亚轨道飞行器
有望在今年底实现载人飞行

百年青春心向党 矢志建功新时代
——致敬中国青年运动100周年

图为5月1日，在阿拉善左旗的腾格里沙漠东缘，吴向荣在育苗地查看植物苗生长状况。
2003年，吴向荣从日本留学归来，本有继续深造或在外企工作的选择，但最终，他选择回到家乡——内蒙古自治区阿

拉善左旗的腾格里沙漠中治沙。16载青春年华，吴向荣和他的团队种下了6多万亩防沙固沙林，形成了总长度近40公里
的锁边生态林区，有效阻止了当地腾格里沙漠向东扩张的步伐。 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时空，穿越到100年前——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美

等西方列强完全无视同为第一次世界
大战战胜国的中国提出的诉求，把战
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
本。中华民族的尊严被无情践踏。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
一条”“还我青岛”……5月4日这一天，
数千名北京热血青年学生发出怒吼。
随后，全国各界纷纷声援，特别是工人
阶级挺身而出，加入斗争的行列。一声
春雷，东方睡狮在苦痛中惊醒！

五四运动，如同一道划破夜空的
闪电，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帷幕，也开启了中国青年运动浩荡百
年的荣光。

又踏层峰望眼开
——传播科学思想

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
表，因其身心特点，勤于观察、思维活
跃，最容易产生新思想、接受新思想、
传播新思想。

100年前，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举
步维艰，不得不俯下沉重的身躯，听一
听来自青年人的呐喊。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
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
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
细胞之在人身”……1915年9月创刊的
《青年杂志》上，一段热情洋溢的文字展
现在世人面前。在这篇名为《敬告青
年》的发刊词中，陈独秀满怀激情地讴
歌青年的重要性，呼唤青年“自觉其新
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
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随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加入，一
场在近代中国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
轰轰烈烈地蔓延开来，民主和科学的
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为青年一代的爱
国热情和进步意识提供了精神支撑。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
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前途命运
带来新的转机。拯救民族危亡的真理
在青年之间口口相传，“共产主义的幽
灵”开始在中华大地游荡。一个新的
春天到来了！

之后，一只红船悄悄劈开了嘉兴
南湖的波浪，舫中的年轻人意气风发，
目光所及是整个中国。

近百年来，一代代优秀的中国共
产党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党的指
导思想一直走在时代前列，成为指引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遵循，也
引领一代代青年学习科学理论、传播
进步思想、坚定人生航向。

“我们青年代表回去，要向全国广
大青年——农村、工厂、城市、解放区、
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宣传我们代表
大会的主张，动员和争取千千万万的
青年群众跟着我们一道前进。在这一
点上，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
号召。”1949年5月，中华全国青年第
一次代表大会发出倡议。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1980
年，《中国青年》杂志上“潘晓之问”引
发的人生观问题大讨论犹在耳边，反
映了那一代青年人希望解放思想、平
等交流的集体心声，也解开了一些人
心中奋斗目标迷失的“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党全国人
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行动指南。“八个明确”“十四个坚
持”……新思想逻辑严密、体系宏大、内
涵丰富，想学懂弄通，绝非一件易事。

“青年大学习”行动应运而生，“跟
总书记学”系列短视频、“团团带你学”
微信专栏、网上主题团课、青年讲师
团、青年讲习所……当代青年用最

“潮”的方式来学习、解读、传播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
开。《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70余年
的实践证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
情社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
人民群众共命运，焕发出强大的生命
力、创造力、感召力。

中国青年运动100年来的历史同
样证明，一代代青年在党的科学理论指
导下，睁眼观照世界，勇攀思想高峰。

此生无悔入华夏
——弘扬爱国主义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这是在100年前的那场青年运动

中，青年学生们的誓死呼号，也是那个
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每一名爱国志士的
不屈呐喊。

自青年学子发出呼号的那一刻，五
四运动就深深地打上了爱国主义的烙
印，百年之中，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
的五四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前赴后继。

——五卅惨案之后，全国学联发
出了“全国一切民众团结起来，打倒帝
国主义！”的战斗口号。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许多生
活在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
青年军人毅然走向农村，参加到创建
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
了最危险的时候，农民举起了锄头，工
人扬起了铁锤，他们自觉地用实际行
动，展现了中华儿女“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家国情怀。

翻开民族史册，峥嵘的革命战争
岁月留下无数光辉的名字，正是这些
祖国的优秀儿女，用鲜血和生命将新
中国的旭日托起。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战
争年代，青年英雄们付出所有，捍卫民
族大义。而在和平年代，爱国有了更
为丰富的内涵，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981年3月20日夜，广播里传出
中国男子排球队反败为胜的消息，守候
在收音机旁的北大学生们欢呼雀跃。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短短八个
字，传递出的是青年学子对祖国的无
限热爱，也是国人渴望改变落后面貌
的共同心声。

血脉中流淌着先辈基因，脚下追寻
着前辈足迹，90后、00后们笑着评价自
己：“中国青年，生下来就是红色的。”

锐气直欲摩云飞
——做人民生力军

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
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

新中国成立之初，举国上下一穷
二白，向土地要更多粮、让更多人吃饱
饭成为最迫切的任务。北京的5名青
年，向组织递交了组建北京青年志愿
垦荒队的倡议书，经报道后，在社会上
引起强烈反响。

各地纷纷组建青年垦荒队，奔赴
边疆海防，挺进沟岭河滩，誓把荒原作
家乡，敢教日月换新天！

当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
候，在党的领导和指引下，共青团响亮
地提出一系列口号，带领团员青年分
赴祖国各地，支援重点建设。

“长征接力有来人”。“新长征突击
手”是上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一个响
亮名号，一本本荣誉证书记录了那一
代青年激情燃烧的岁月。

近年来，伴随着国际竞争日益加
剧，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下的技术壁垒，打
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迫在眉
睫，青年成为“双创”大军的排头兵。

在号称“中国硅谷”的北京中关村，
90后创业者成为创业大军的一面旗帜；
在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设立的港澳青年
创新创业平台共吸引创业团队360多
个，就业人员近4000人；从2014年起，
连续举办5届的“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
创业大赛共吸引约40万支创业团队、
180多万名创业青年参赛。

岁月在更迭，青年会老去，但青春
的集结号经久不息，嘹亮而清澈。

天翻地覆慨而慷
——勇开时代新风

100年来，每当国家大变革，经济
民生等领域大发展，时代潮流开创先
河，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我们就会发
现，活跃的队伍里少不了青年的身影。

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文化、搞教育

迫在眉睫，一支支以青年为主力的扫
盲队、扫盲班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
经过半个世纪几代人的努力，2001年
元旦，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布——实
现了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

改革开放之初，以“讲文明、讲礼
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
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
容的文明礼貌活动倡议从青年中发出，
宛如一股春风，迅速吹遍全国。随着内
涵不断丰富，“五讲四美三热爱”给那个
时代的人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谱写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精彩篇章。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坚定崇
高的理想信念，才能自觉涵养良好道
德，练就过硬本领，矢志艰苦奋斗。

雷锋，一个来自贫苦人家的阳光
大男孩，对党忠诚，对公无私，用纯粹
的信仰和高尚的品质将“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写在人生日记的每一页。

“学雷锋、树新风”“学习张海迪”
“学习英雄少年赖宁”……这些由青年发
起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都在青年当中传
递了人生价值，驱散了思想迷雾，坚定了
前进目标。“向雷锋同志学习”更是成为
很多人心中经久不衰的精神力量。

面对各种思潮的激烈交锋，青年
主动发起了“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与
信仰对话”“我和国旗合个影”“我为核
心价值观代言”等一系列活动，在自己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过程中，影
响、带动着身边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止这些，瞧，“保护母亲河行
动”——不让人类的泪成为地球最后一
滴水，“光盘行动”——杜绝舌尖上的浪
费，“每周少开一天车”……这些蕴含着
大智慧的小创意，不断提升你我的文明
认知，也在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

八千里路云和月
——赓续奋斗传统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

舞台风云际会、英才辈出，“奋斗”的浓
厚底色一直贯穿始终，从未改变。

头戴前进帽、身穿羊皮袄，手握刹
把，目光刚毅，巍然挺立。走进铁人王
进喜纪念馆，巨大的花岗岩雕像首先
映入眼帘，耳边仿佛响起了那句豪言
壮语：“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
三抖！”1958年，正是以这样的精神，

35岁的“铁人”王进喜带领工友创出
月进尺5009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

像这样在时代浪潮中勇敢搏击
的，还有王启民、李新民……“铁人精
神”，标志时代，传承至今。

1982年，杭州萧山，千人大会传达
中央精神说“乡镇企业可以实行承包
制”，台下立即有人喊起来：“我要承包！”
他是37岁的鲁冠球，如今他创立的万向
集团已发展成年营收超千亿元的企业。

上九天揽月，驻天宫揽胜。党的
十八大以来，天宫、悟空、墨子、慧眼等
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在轨
卫星、以中国人命名的小行星等太空
中属于中国的印记越来越多，不停刷
新探索苍穹的中国高度……在这些傲
人成就的背后，一线研制团队中，年轻
人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

多年以来，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
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行动、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推选活动等发现和培育了一大
批青年榜样，见证了这个群体的成长。

如今，互联网时代给了年轻人更
多奋斗的空间、更多成功的可能。在
上一个网络纪元，26岁的丁磊创办网
易，27岁的马化腾创办腾讯，32岁的
张朝阳创办搜狐，35岁的马云创办阿
里巴巴……下一个网络纪元，我们有
足够的理由相信，更多奋斗者正在路
上，他们即将横空出世，笑傲江湖。

待到山花烂漫时
——彰显奉献精神

“部队要攻城了，为了抢到背炸药
包的机会，我虚报年龄火线入了党。要
知道，参加尖刀班、背炸药包是共产党
员才有的‘特权’。”这是一位老红军在
谈到入党初心时的真诚独白，云淡风轻
之间饱含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情怀。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刚刚过去的2019年3月31日，是令
人无比心痛的一天：凉山的扑火英雄
在执行任务时壮烈牺牲，留给世界最
后一道“最美逆行”。请让我们记住，
在和平年代，以青年为主体的消防和
公安队伍是牺牲最多的群体，他们是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青年，不愧是中国革命的燎原火
种，中国大厦的不锈钢钉，中国故事的
青春注脚！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
家强。呼唤新章，习近平总书记新时
代的嘱托在耳畔久久回响：“新时代中
国青年要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
者、开拓者、奉献者，毫不畏惧面对一
切艰难险阻，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
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在攻坚克难
中创造业绩，用青春和汗水创造出让
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过去的100年，我们实现了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
福，正在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坚定进发……

新的时代，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新中国成立100周
年……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这些都将在新时代青年的手
中变为现实。

百年青春心向党，矢志建功新时
代。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国
梦。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加信念坚定，更加斗志昂扬！

（据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