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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在五四青年
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2日给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向航
天战线全体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并向他
们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读了来信，我想起

了9年前在你们那里同青年科研人员交流
的情景。9年来，从天宫、北斗、嫦娥到天
和、天问、羲和，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
史，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现
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

习近平强调，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
代人接续奋斗。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弘扬

“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勇于创新
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
目光彩，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
自强再立新功。

2013年 5月4日，习近平曾到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
加“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
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在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代表该集团8万青年汇报9
年来勇挑重担推动航天科技发展的情况，
表达了为建设航天强国携手奋斗的坚定
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广大航天青年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为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的

同志们：

你们好！读了来信，我想起了9年前

在你们那里同青年科研人员交流的情景。

9年来，从天宫、北斗、嫦娥到天和、天问、

羲和，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一大批

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现了新时代中

国青年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

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

斗。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弘扬“两弹一星”

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勇于创新突破，在逐

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为

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

新功。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向你们并向

航天战线全体青年同志致以节日的祝贺！

习近平

2022年5月2日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回 信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5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若
泽·拉莫斯·奥尔塔，祝贺他当选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东帝汶建交 20 年来，两国务实
合作日益深化，双边关系长足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利益，是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生动写
照。我高度重视中东关系发展，愿同奥尔塔总统一道努
力，推动中东睦邻友好、互信互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迈
上新台阶。

今天，是中国青年的节日；今年，是
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青年兴则国
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回看历史，追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脚步，我国一代代
青年将追求人生理想与振兴中华的历
史进程紧密相连；瞻望未来，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必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续奋
斗中变成现实。

今天起，本报开设《奋斗者·正青
春》新闻专栏，在这个专栏里，济济一堂
的是青年楷模、科教精英、一线劳动者、
新天津人、志愿者……津津乐道的是奋
斗者的故事，青春在奋斗中放射出璀璨
的光芒。
本报将聚焦青年群体和奋斗精神，

讲述当代天津青年的奋斗故事，引导广
大青年坚定信念、实学实干，扎根人民、
奉献国家，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中展现青春担当，努力成长为堪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 本报记者 马晓冬

津城华灯初上，烟火气息浓郁。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五一”假期里，我
市夜市街区“热”了起来。毗邻“天津
之眼”，5月1日全新开街的红桥区摩
天轮夜间街区就迎来了不少市民游
客。该街区为原摩天轮夜市的升级
版，除了特色小吃、“网红”食品外，今
年这里还增加了夜景灯光和多个互动
娱乐项目。

商户周爽在此经营了两年多，她
告诉记者，近期她的店铺推出了花瓣
形状的文创雪糕，很适合“打卡”拍照：
“我们有5种口味，雪糕签上的‘摩天
轮’3个字和景点十分匹配，既好吃又
好玩。”

目前，街区内设置了套圈、投球等
游戏项目，还增加了小花车，供民间艺
人、书法爱好者等群体展示交流。家住
附近的市民张先生趁着假期，带全家到
这里赏美景、品小吃。“吃了烤猪蹄、烤
面筋，套圈、打气球的游戏孩子们也都
挺喜欢，还能顺便逛逛海河夜景，假期
就得这么过！”
据介绍，为了让市民能够安全、舒适

地购物休闲，摩天轮夜间街区的入口处
设置了扫码、测温点，场地内每两小时进
行一次消杀，街区管理人员也会随时巡
场提示，避免人员聚集。街区相关负责
人寇文君表示，未来这里将引入更多娱
乐互动项目，丰富消费业态，把摩天轮夜
市升级为食、游、购、娱、体、展、演多元化
发展的夜间消费街区。” （下转第2版）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五一”假期，沐浴着春光，携着一
家老小，邀上三五好友，顺着海河北岸
走进意式风情区，在古朴典雅的西式建
筑中，品尝风味醇厚的牛排意面，品一
杯香浓的意式咖啡，来一杯地道的德国
生啤……尽享假期的轻松惬意，成为疫
情防控下天津人“不离津”的不错选择。
“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现在来自

意大利米其林餐厅的主厨正在制作他拿
手的玛格丽特比萨，隔着屏幕是不是都能
闻到浓郁的芝士香味啦？还等什么，快来
品尝吧……”昨天中午，意式风情区威尼
斯广场新天堂电影院门前，一场美食直播
正在进行，两三名网红小姐姐同时在线直
播，游客都驻足观看。

“为了吸引客流，我们与新天堂电影
院合作，在‘五一’期间连续四天进行美食
直播，很多顾客还真是放下手机就过来吃
比萨了。”威尼斯意餐厅经理杨悦告诉记
者，“‘五一’期间，天气也好，一天大概能
接待六七十桌，晚上人尤其多，基本户外
的十几个餐桌都能坐满，还有排队的。”

下午4时，主打德国传统美食和生
酿啤酒的巴伐利亚啤酒坊外，已经有人
在排队等位了。“欢迎您的光临，请您出
示健康码和行程码，测量一下体温。”身
着德国传统服装的服务员在餐厅入口礼
貌地提醒。
“验双码，测体温，戴口罩，每天消杀

三次以上……对疫情防控，我们已经形成
习惯。这既是响应国家防疫要求，也是对
我们商户的自我保护。”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韩雯）有梦的青春会发光。昨日从团市委
获悉，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我市1名个
人、1个集体进入表彰名单。

在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之际，为充分发挥青年典型
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广大青少年踔厉奋发、勇毅前进，以优异
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共同颁
授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其中，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君婷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交天津
航道局有限公司天鲲号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 本报记者 姜凝

“这个实验数据出来后给我看一
下……”记者如约来到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应用化学与工程研究所时，39岁的牛志强
正带领团队成员在实验室内紧张忙碌着。

近段时间里，实验室里几个研究项
目同时进行，作为该所所长、物质绿色创
造与制造海河实验室研究员的牛志强，
他的“五一”假期也和平时一样，和研究
生们“泡”在实验室，商讨科研项目的最
新想法。

早上 8时左右到实验室、晚上 11
时许离开实验室，这是牛志强每天的
工作时间表。“能为国家和人民作贡
献，是每个科研人员最开心的事。只
有抢抓时间，才能更快推进项目。”牛
志强一边向记者展示薄薄的样品电池
一边说，他率领团队开展的“水系锌电
池材料与器件”项目，不久前获得2021
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但他的科研求索之路并未停歇，
面对将研究成果成功转化应用的新要
求，继续带领团队争分夺秒探寻合适
材料，针对在高安全、低成本条件下提

高水系锌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实现超长
循环寿命不懈努力创新。
“为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

控，加快水系锌电池产业化进程和在大
规模储能领域的应用，更好服务国家‘双
碳’战略，让新技术创造新明天。”牛志强
道出团队快马加鞭克难攻关的初衷。

在潜心研究科研项目的同时，牛志
强不忘自己教师的身份，本着立德树人
的教育理念，始终坚守在课堂教学一线，
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基础课程。“牛老
师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对学生科研思维、

科研兴趣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工作再忙
也常和大家交流探讨，还把业界最新知
识及时传授给我们。生活中，他与学生
亦师亦友，毫无老师架子，我们有烦恼会
和他说，他也想方设法帮学生排忧解
难。”师从牛志强5年多的南开大学化学
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毕嵩山说，自己
从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
“生逢盛世，青年要砥砺奋进、勇于

担当，用奋斗擦亮青春的底色。”牛志强
表示，未来还要在这条任重道远的路上
继续坚定走下去。

最美的样子之

用奋斗擦亮青春底色
——记物质绿色创造与制造海河实验室研究员、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应化所所长牛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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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气”。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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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将迎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向着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之际，重温一

百年来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辉历程，继

承和发扬伟大五四精神，对于鼓舞和

激励亿万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青年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新征程上创造

新的时代辉煌，具有重大意义。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

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振兴中华的志向和信心。中国

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青年

工作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1922

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广州东园召开，翻开了中国青年

运动新的历史篇章。一百年接续奋

斗、凯歌前行，共青团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发扬“党有号召、团有行

动”的优良传统，为党争取青年人心、

汇聚青年力量，在各个历史时期作出

了积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代

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

事业，为人民战斗、为祖国献身、为幸

福生活奋斗，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丽

的青春之歌。

时代造就青年，盛世成就青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热情关怀青

年、充分信任青年，推动青年发展事业

实现全方位进步、取得历史性成就。

深刻阐明党的青年工作的地位作用、

目标任务、职责使命、实践要求，深刻

回答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

培养青年，建设什么样的共青团、怎样

建设共青团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

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

作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党的青

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从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斗争中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到决战脱贫攻坚征程上倾力

奉献、苦干实干，从航天发射任务中矢志艰苦奋斗、勇攀科技

高峰，到冬奥赛场上兑现“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人生誓

言……广大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用奋斗和拼搏，创

造了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赢得

了党和人民高度赞誉。 （下转第2版）

人民日报社论

牛志强（左二）

给学生讲解正极材

料的性质。

本报记者 姜宝成

通讯员 吴军辉 摄

全力做好扩大内需这篇大文章
——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系列述评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