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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2022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

回望百年，青春向党。每一次搏击风浪的天空下，都激荡着青春的旋律；每一个勇毅前行的足迹中，都饱含着奋斗的艰辛。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牢记党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

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天津共青团带领一代代天津青年勇挑重担、奋楫争先，在党的事业和民族复兴征程中，奋力书写“请党放心，强国

有我”青春华章。

一百年前，中国青年的觉醒，点燃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之光。1919年，当五四运动
爆发的消息传到天津时，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
女界爱国同志会相继成立，在学生爱国热情的
影响和推动下，天津各界各阶层群众积极行动
起来，天津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赢得了五四运
动的胜利。

五四运动后，一大批有志青年在反复比较中
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郭隆
真、邓颖超等一批追求真理的爱国青年成立了
“觉悟社”，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他们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唤起民众觉悟齐努
力、作先驱。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
天辟地的大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于1922年成立，中国青年运动
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革命运动的开展，
天津地方团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1924年3月9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
在直隶高等工业学校召开成立大会。自那时起，
由党缔造的天津共青团组织，始终同根同脉连着
党、坚定不移跟着党。

抗日战争时期，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青年
和学生的抗日怒潮。1935年，在《为抗日救国告
全体同胞书》发表后，12月9日，北平学联党团发
动抗日救国请愿游行。“一二·九”运动后，由平津
学生组成的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向冀中平原挺
进，天津学生作为第四团，冒着寒风啃冻干粮，每
到一处，就开大会做演讲，教唱救亡歌曲，演抗日
戏剧，帮助当地组织抗日救国团体，把学生运动
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天津的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接连不断的学生运动。在平
津战役中，天津爱国青年协助地下党员为解放军
送去了《天津环城碉堡工事图》《塘沽城防图》和
《咸水沽、军粮城兵力驻扎表》等重要情报。天津
青年，同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一道，迎来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青年在党的领导下，
用青春的臂膀和奋斗，满怀豪情地站在巩固
新生政权的最前列。在抗美援朝这场“立国
之战”中，天津各级团组织坚决响应党中央的
战略决策，广大团员青年以沸腾热血投身抗
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天津籍志愿
军指战员有近千人，涌现出“登高英雄”杨连
弟等青年英雄。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市广大团员青年

忘我劳动、你追我赶，在工业战线开展大规模
的生产竞赛运动，积极投身火热的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全市青
年热烈响应“把青春献给祖国”“向荒原进军”
号召，城市、农村、学校广大团员青年大批分赴
祖国各地、支援重点建设。天津社会主义建设
积极分子大会召开后，青年杜俊起向天津团市
委提出投身北大荒开发建设的申请。市委决
定组织天津市青年垦荒队，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17000多名青年报名。天津团市委遴选272
名优秀青年组建垦荒队，踏上征服北大荒的
旅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市各级
团组织紧紧围绕党在新时期的中心工作，坚决
贯彻党的计划路线，开展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献身四化、多做贡献”
“争当新长征突击手”等活动，涌现出一大批生
产能手、革新能手、质量标兵、业务骨干，其中
包括：创全国纺织行业挡车最高纪录的青年女
工苏艳杰、带领乡亲共同致富的青年村长娄永
旺、在蝶式立交桥的设计中一举夺魁的青年毕
业生胡习华。

党领导团前进，团紧跟党奋斗。从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再到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天津共青
团紧跟着党，团结带领全市青年以青春的热烈趟
过革命激流，用青春的汗水汇入改革大潮，斗志
昂扬，挥洒一路酣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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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共青团团结带领天津青年，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和一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
进者、开拓者、奉献者，让青春在津沽大地上绚
丽绽放。

天津，这座见证了近代中国历史风云的京畿
重镇，百年间铭刻了鲜明的红色记忆，李大钊、周
恩来、张太雷等一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这
里走出。血脉中流淌着红色基因，脚下追寻着前
辈足迹。新时代的天津共青团聚焦为党育人，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
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希望深入青少年心灵。
“作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做到把重点落

在‘者’字。我们在进行理论学习的同时，到偏远
镇街开展60天的实践锻炼，拜基层党组织书记
为师，拜人民群众为师。只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
理论贯彻在实践中，才能成为难不住、压不垮的
实践者、实干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后，
天津市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第四期培训
班全体学员开展专题学习，领学人赵平跟各位学
员分享学习心得。

自2017年天津市“青马工程”启动实施以
来，在传统大学生骨干培养的基础上，“青马工
程”所覆盖的青年群体不断扩展，2021年由高校
班基础上增设国企班、农村班、社会组织班。从
“小课堂”到“大社会”，一批批青马人在原文原著
中品味真理之甘，在学习党史中追寻信仰之源，
在一线实践中体悟为民之心。

信仰是光，信仰是帆。今年清明期间，《缅
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团（队）课在宁
河区烈士陵园拍摄，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少先队
员笪穆宇面对镜头分享学习于方舟烈士事迹的
真情实感。这是由天津团市委主办的“喜迎二
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主题示范团课
中的一集，“津彩青春”微信推送后，浏览量达
54万次。

近年来，天津共青团发挥团的组织优势，特
别是以遍布全市各行业各领域、广泛存在于广大
团员青年身边的4万多个基层团支部为基本单
元，突出“三会两制一课”作用，引导全市团员青
年在组织中接受教育、碰撞思想、得到启迪。每
周上线一期“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每月
推出一期主题示范团课，从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到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从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全市团员青年对党走过的光辉历程、
取得的伟大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坚定的初
心使命有了更为全面的学习了解，对于“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悟认识。
同时，突出实践育人作用，做强青少年实践教
育红色阵地，创新设计“5+X”菜单式党史学习
活动模式，打造全市首个以少年儿童为主体的
党史教育主题馆，依托红色教育阵地制作“青
听鉴往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微团课，全网播放
6382 万次，伟大建党精神在青少年群体中澎
湃，红船真正在青少年心中启航。
“什么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核心灵

魂？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
全国青联委员、天津市青联常委、天津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教授陈娜走进青联大讲堂，通过B站
直播间面向广大青年网友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一飞冲天，背后是平均年
龄仅30多岁的青年科研团队。”南开区红领巾巡讲
团成员、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刘维，通过中国航
天的追梦之旅把红色种子播撒在孩子心中。

还有驻村第一书记、青年网络大V、高校教
师、机关干部……职业不一，却有一个共同的身
份，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青年研究员。为了把党的创新理论讲生动，把历
史逻辑讲明白，把制度自信讲透彻，把政治追求
讲鲜明，构筑起青年一代强大的精神支柱，天津
共青团组建不同层面的青年宣讲团，用入情入
理、可亲可信的青言青语，结合对象化、分众化、
互动化的宣讲方式，在红色阵地沉浸讲，在校园
宿舍围坐讲，在村居楼门灵活讲，在车间工厂现
场讲，在互联网上分享讲。80后、90后的青年讲
师们，用年轻人朝气蓬勃、思维活跃的特质，用年
轻人的方式，让理论宣讲更加通俗、更加生动、更
有时代感和吸引力。

为党育人 我们不负使命

凝聚青心 我们责无旁贷

听党指挥 我们冲锋在前

跟党奋斗 我们矢志不渝

“26楼1、2、3，下来做核酸；二门三门不给
力，咱得争口气。”2022年初，奥密克戎袭击津
城，我市青年志愿者使出浑身解数，各显神通，
奇招百出，他们用阳光乐观的心态感染他人。

疫情发生后，团市委第一时间发出动员——
青春出列，守护津城。市青联积极发挥组织优
势，分兵把口、整体推进、系统发力。市学联倡议
全体高校学生做好自身防护前提下积极投身疫
情防控。市少工委开展线上“微队课”、红领巾
“云”争章等活动引导少先队员坚定信心。

在情况危急的封控区一线、在“外防输入”
的国门前线，在大规模核酸检测的筛查现场，
天津青年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请党放心，强国
有我”的铮铮誓言。津南作为“主战场”，1081
个团组织、1700余名团干部、8500余名团员、
2000余名青年志愿者全部投入到疫情防控
中。天津大学以“长津湖”英雄部队退役士兵
张铜为代表的33名退役大学生第一时间递交
“请战书”。南开大学团委发起“致敬津门逆行
者”关爱行动，800余名志愿者为抗疫一线人员
子女提供知识科普、心理陪伴等线上公益服

务。天津医科大学团委组建16支青年突击
队，3986名团员青年、团干部主动助力津城核
酸筛查。国网天津电力团委组建青年突击队，
对重要场所、关键线路及核酸采样点进行保
电。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华北分公司组织在津
团员青年以多种形式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天津外国语大学团委成立天外青年志愿
翻译突击队，在机场、集中隔离点、外籍人员聚
集社区为外籍人员提供流行病学调查、出入境
服务和防疫政策宣讲服务。在天津滨海机场
这个“战场”，见过推迟婚期不胜不归的决心，
见过累到晕倒却坚持返岗的执着，一个个青年
身影勇挑重担，他们坚守在“外防输入”的国门
最前线已有800余天。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吹响了奋进新征程
的号角。在东西部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中，
天津共青团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界资
源。每年假期，一批批来自西藏、新疆等地区
的少先队员，都会通过“石榴籽一家亲”夏令营
的方式来到天津，深化融情之旅，让民族团结
“亲上加亲”。全国青联委员、天津市青联委员
90后企业家左正在随团抵达天津对口支援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详细了解当地情
况后，向当地牧民捐赠了价值60万元的优质
种牛。随后，他带领市青联服务团一次又一次
地进行对接，助力当地乡村振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奋斗是青春最
亮丽的底色。2022年4月8日，“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青年文明号集中服
务活动启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市
医疗卫生、电力、燃气、自来水、公交、公安、金
融、通信等700多家青年文明号集体及争创集
体，开展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便民咨询、义务
诊疗、科普防范知识等多种服务，他们以朝气
蓬勃、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让青春在奉献中
闪闪发光。

回看百年路，为人民战斗、为祖国献身、为
幸福生活奋斗，天津青年紧跟伟大的党，谱写
了一曲又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远眺前行的
路，天津青年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
奔跑，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海河哺育了天津儿女，承载着这座城市的
情怀和文化，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繁荣，记
录着这座城市中一代代青年人奋斗的身影，
也包容着他们的困惑和迷茫。那些年轻人的
心声需要有人听，有人懂，有人回应。团市委
发起“海河青听”实践活动，不断深化“我为群
众办实事”，团市委领导班子成员带头直接密
切联系青年，把思想政治引领寓于联系服务
过程中，把党的关怀和温暖传递到青年心
中。全市4万余名基层团干部以“青年友”的
诚恳态度，主动走进青年，在与青年面对面、
线连线的交流中听到青年的困惑和迷茫，让青
年听到团组织的关注和关怀，用团的服务搭建
起党与青年群众的桥梁。

干了十多年快递员，顺丰快递小哥小李除
了克服夏天酷暑、冬天极寒等极端天气的考
验，如厕难这样的“小事”也是他们每天都要面
临的难题。在“海河青听”实践活动中，团干部
的脚步走进快递企业、网约车公司、外卖配送
公司等，这些城市“新天津力量”的心声被“打
捞”上来。之后，依托银行营业网点的226家
“青年驿站”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市亮相，饮水、
免费充电、无线网络、应急药包……让近4万
名奔走在城市大街小巷的新兴领域青年有了
属于他们的“家”。

针对青年普遍关注的共性问题，社会广泛
关注的热点问题，团市委形成以规划联席会议
为依托，分领域专题研讨，收集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服务青年的工作机制。以“关注
大城市青年住房现状”为主题的天津市“共青
团与人大代表面对面”活动，走进城市新市民
和青年群体中间，听取年轻人关于住房的那些
烦心事。集中式青年长租公寓让来天津奋斗
发展的年轻人有了第一个温暖的家。

和平区是天津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试
点区，正在建设的“青年友好型城区”，吸引来自
四面八方的青年人才。90后青年小刘就是其中
一员，他被天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海河英
才”人才计划吸引来到天津，他想创业，有一家
属于自己的咖啡店。“海河青听”帮他找到了梦

想成真的途径。根据《天津市青年技能培训行
动实施方案》，小刘享受到为创业者提供的“一
对一”“点对点”精准服务，申请并获得海河英才
落户人员创业补贴，如今的他，与几名志同道合
的青年一起，开了一家网红咖啡厅。他感慨，那
笔创业补贴，给了自己迈出第一步的鼓励。

种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在中国青年报
社、天眼查与青创头条客户端联合发布的《青
年创业城市活力报告（2021）》中，天津入选青
年创业城市活力指数综合排名前十位城市，名
列第九。团市委以青年发展规划为牵引，围绕
乡村振兴、扶贫助困等领域，形成25项服务青
年长效机制，为青年发展营造良好成长环境。

“云上青春”线上平台打通了天津共青团联
系青年的“最后一公里”，青年理论学习、青年志
愿服务、求职就业、婚恋情感等5万余条问题得
到有效回应。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困难青少
年的心声同样被“听见”。四年级女孩晓羽的父
亲多年前去世，母亲靠打零工拉扯她长大，一到
假期，母亲外出上班，她不得不一个人待在家
里。团市委专门启动了面向困难家庭青少年、
外来务工家庭少年儿童及农村留守儿童的“阳
光少年”夏令营。在夏令营中，晓羽第一次来到
海边、第一次逛科技馆，这一切让她感到很激
动，“祖国很伟大，我要好好学习！”“扮靓家园”
工程为困难青少年家庭装修房间，孩子们在明
亮干净的屋子里展开笑颜。天津共青团把人
民立场鲜明、坚决、全面地贯彻落实到服务青
年各项工作中，最大限度为党拢住青年的
“人”、赢得青年的“心”、凝聚青年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