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

4 要闻

“把光荣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里”
——记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

5月10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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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凝 张雯婧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广大青年师生中持续引发
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为引领，牢记殷殷嘱托，矢志拼搏奉献，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
上奋勇争先，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
好青年，以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

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作为创新创业的青年一代，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

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
新人。”天津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
子工程学院副教授封皓说，我们要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融入事业追求中，主动作为、勇挑重
担，在科技攻关岗位奋力攀登，用科技创新夯实创业地基，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关怀至深、寄望至深。”全国道德模

范、天津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徐伟说，
作为一名承担着学生党团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校学生
工作者，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站在新时代、新起点，我
们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认真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
群众的引路人。”

“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
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的青年人提

出了殷切期望。
“总书记对青年的嘱托满怀深情，饱含期待。”天津市优秀

共青团干部、海河中学团委副书记段帅帅说，作为一名中学共青
团少先队工作者，我要时刻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青年之所想、
急青年之所急，多为青年办实事，帮助广大青年早立志、立大志，
从内心深处厚植对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引导广大青年在思想洗礼、实践锻造中不
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青年最有效的磨砺。”南

开大学第23届研究生支教团西藏分团队员李佳音感触深刻，“当
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
负重任，每个人都是实现中国梦的参与者、创造者。作为一名正
在西部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我不仅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更要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接力爱和奉
献，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青年的命运，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成为青年学子不断学习奋斗的动力。
“这让我想到了南开中学最优秀的学生——周恩来。”南开

中学高二“周恩来班”团支部书记郑槟洪表示，当少年周恩来
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鸿鹄之志时，便将自己的一生交
付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现在，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成立100周年。百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要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将自己的命运同时代紧
密相连，将‘小我’融入‘大我’，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
之歌。”郑槟洪说。

以实际行动践行青春誓言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我市青年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昨日，西青区精武镇组织团干部和青年代表开展了以

“勇担民族复兴大任，争做新时代好青年”为主题的学习交

流活动。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刘俊花 谢佳言 摄

日前，东丽区举办新团员入团仪式。现场为新团员

颁发团员证、佩戴团徽，新老团员在团旗下庄严宣誓。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杨同文 摄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徐隽 邝西曦

两个历史镜头跨越百年。长河一瞬间，恰是中华民族发
展的铭记，恰是时代变迁的缩影。

一个在风雨飘摇的年代。百年前的5月 5日，地处珠
江畔的广州东园，简陋的竹棚下，一群有志青年风尘仆仆
赶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一天宣告成立。习近平
总书记这样说：“这在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

一个是欣欣向荣的时代。2022年 5月10日，在青葱校
园、在肥沃田野、在轰鸣工厂、在边疆海岛，在驰骋才干的广
阔天地，亿万青年专注倾听从北京人民大会堂传出、传遍了
万水千山的声音：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100周年，就是要激励广大团员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百年征程、百年跋涉。一脉相承的，是一代代青年对国
家的爱始终炽热，是推动时代前行的青春脚步坚定而执着。
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千百年来，青春的力
量，青春的涌动，青春的创造，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
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磅礴力量！”

历史与未来、时代与命运、民族复兴与青年担当，一篇重
要讲话纵贯古今，习近平总书记娓娓道来。

时代之问
以青春作答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年轻讲解员孙宗珊，倾听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述，往事如潮。

那是2017年10月的一次考察。在“南陈北李”雕塑前，在
平均年龄28岁的代表群像前，在《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
译本前……总书记凝视、思索。

正是有志青年舍生忘死的一声声呐喊，推动暮霭沉沉的
中国步入“觉醒年代”。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面向新时
代青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说起，梳理共青团事业的历史
脉络。百年画卷徐徐铺展：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把革

命的希望寄予青年。党的一大专门研究了建立和发展青年
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

简洁的字句，浓缩了多少历史风云：“坚定不移跟党走，
为党和人民奋斗，是共青团的初心使命。”
“青年的命运，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连。”四个时期，中国青

年的个人命运仿佛一艘艘船，在时代的海洋里破浪前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刀光剑影，枪林弹雨”。青春是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是漫漫长征路上那一
声坚定的“跟着走”。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艰难困苦，千难万险”。青
春是筚路蓝缕的跋涉，是一穷二白之下“就争一口气”。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勇立潮头”，
“革故鼎新”。青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憧憬，是追梦征程上
“有志者奋斗无悔”。

历史行进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伟大梦想，伟
大使命”，青春孕育着无限可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述，生动映照着一个个青春地标、青春足迹。

当总书记讲到“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响亮口号，扎根塞罕
坝林场的老职工陈彦娴感慨万千。半个多世纪，荒漠变林
海，他们用青春热血浇灌出漫山遍野的树、迎风怒放的花。

当总书记讲到“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刻冲得出来、顶
得上去”，来自北京市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李若曦，在
台下心潮澎湃。多少次披星戴月，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
们正谱写一首无悔的青春之歌。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成为当代中国青年发自内心的

最强音。”这一刻，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戍边烈士陈祥榕的深
情告白。

班长孙涛记得，他和陈祥榕有过一段对话：“你一个‘00
后’的新兵，口号怎么这么‘大’？”
“班长，这跟年龄没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
为中国，不惧生与死的考验、不顾血与火的磨难，许许多

多无怨无悔、倾情奉献的无名英雄，越是艰险越向前。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

长：“一百年来，中国共青团始终与党同心、跟党奋斗，团结带
领广大团员青年把忠诚书写在党和人民事业中，把青春播撒
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把光荣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里。”

历史，镌刻了青年的名字。

历史之炬
用青春点亮

百年征程，壮歌以行！
青春挥就的时代篇章里，历史的镜鉴可知兴替。国难当

头的呐喊呼号，战斗前线的义无反顾，建设工地的激情岁月，
新时代的自信自强——这是波澜壮阔的实践，也是鉴往知来
的遵循。
“越是往前走、向上攀，越是要善于从走过的路中汲取智

慧、提振信心、增添力量。”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
共青团百年的宝贵经验：
“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的立身之本。”
“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团坚守理想信念的政治之魂。”
“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团投身民族复兴的奋进之力。”
“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团扎根广大青年的活力之源。”
沧桑巨变，见证了一代代青年的动人故事。
1922年，一个名为方志敏的青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团员调查表中，他在“对于现在社会作何感想”一栏中写
道：除了革命，再无他想。

质朴的一句话，却是用生命去书写。为理想、为信仰、为可
爱的中国，多少枪林弹雨、多少壮怀激烈，多少坚毅前行。

回首往昔，习近平总书记感叹：“团的一大就明确提出了建
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亮出了社会主义的鲜明旗帜，在
一代又一代青年心中点亮理想之灯、发出信念之光……”

萤萤之光，终汇成璀璨星河。
九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座谈时第一个发言的，是电焊技师裴先峰。从
技校学生到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摘得奖牌，这位“90后”对总书记
讲起自己的工作经历，讲述了理想信念的力量。

六年前，总书记在安徽合肥考察时有一场座谈，留学归国
青年代表罗凌飞作了发言。“回到祖国开展科研工作，就是为了
我心中的‘中国梦’。”

一年前，总书记来到清华大学调研，本科生李润凤汇报了
大学生活。庆祝大会上，又一次现场聆听总书记讲话，她心潮
澎湃：“青云报国志，拳拳赤子心。”

青春之光，闪耀追梦征程。他们的故事里，有家、有国，有
远大理想，也有脚踏实地。

百年前的那一天，广州东园，为了强调青年团信仰马克思
主义，代表大会特意赶在马克思的诞辰纪念日召开。会上，青
年代表立场鲜明：“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
成立。”

时光流转，这份坚守传承至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

议上鲜明指出：“群团组织要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而此刻，面向广大青年，总书记再一次强调：“共青团从诞

生之日起，就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
命为使命，把坚持党的领导深深融入血脉之中，形成了区别于
其他青年组织的根本特质和鲜明优势。”

2021年7月1日，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一场历史盛典，嘹亮的
青春呐喊久久回荡：“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青春向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再次引述了这份
青春誓言，他坚定有力地说：“这是新时代中国青少年应该有的
样子，更是党的青年组织必须有的风貌。”

脚下之路
靠青春开创

会场里，青春的朝气扑面而来。习近平总书记目光望向台下。
一群红领巾伏案奋笔疾书，一群少数民族青年在思索、在记

录，一群青年官兵坐姿挺拔、凝神静听……还有青年农民、青年工
人、青年科学家，大江南北、各行各业，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

民族复兴的时间坐标上端详青年一代的成长，常和青年朋友们
算一算“时间账”。

总书记话语间饱含寄望：“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
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生逢盛世，此其时也。
1923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

国青年》创刊，创刊号上有一篇文章《青年应当怎样做》。
时隔近百年，“青年应当怎样做”，也是摆在新时代中国青

年运动和青年工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新的征程上，如何更好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

员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目光炯炯。
“第一，坚持为党育人，始终成为引领中国青年思想进步的

政治学校。”
青色砖墙、红色窗棂，1920年秋天的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

号，“外国语学社”挂牌了。挤床板、打地铺，读书声、激辩声，孕
育着中国革命的新鲜力量。

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从江西井冈山走向延安宝塔山，从
河北西柏坡走向北京天安门，“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
慷”。庆祝大会上，着眼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要立足党
的事业后继有人这一根本大计，牢牢把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引导广大青年在思想洗礼、在实践锻造中
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第二，自觉担当尽责，始终成为组织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

先锋力量。”
1939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

讲话，标题就是“永久奋斗”。他说：“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
有永久奋斗这一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这席话，激励新时
代青年永葆奋斗精神。

对于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和他的队友们来说，“奋斗”是永
不言弃。一次考察，总书记鼓励他们“努力拼一拼”。武大靖牢牢
记住，咬牙坚持下来，终在北京冬奥会上站上领奖台。

对于“深海一号”作业平台的青年员工来说，“奋斗”是自立
自强。在广袤大海的作业平台上收看大会直播时，他们想起一
个月前总书记对他们叮嘱的“靠自己”“自力更生”。碧海丹心，
奋斗者正青春。

安静的会场，总书记对共青团的一份份寄望，激荡心潮：
“第三，心系广大青年，始终成为党联系青年最为牢固的桥

梁纽带。”
“第四，勇于自我革命，始终成为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

进组织。”
……
什么是模范青年？时代的追问永不停歇。
新时代的广大共青团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五个“模

范”、五个“带头”。从理想、信念，到学习、创新、斗争，再到奋

斗、奉献、崇德向善、严守纪律……会场里，很多青年对总书记
嘱咐的一句话印象深刻：“甘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在辽宁考察时，总书记专程去了雷锋纪念馆看一看。永不
生锈的“螺丝钉”正是源自雷锋日记。

50多年来，雷锋班每一名战士都在为老班长争光。他们在
直播中看到了总书记的勉励，感言：“小我融入大我，溪流汇入江
海，在哪个岗位都要扛起一份责任来，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强
军梦的磅礴力量。”

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全国广大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
奋力奔跑”。庆祝大会现场，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当代青年要在
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

路在脚下，也在心中。胸怀千秋伟业，少年壮志不老。

民族之基
因青春夯实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跟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述，很多人回
想起耳熟能详的曲调。

跨越时空，同一首歌。陕西西安的交大西迁人忘不了“打起背包
就出发”的峥嵘岁月。60多年前，为响应国家号召建设大西北，他们义
无反顾从黄浦江来到了黄土地，青丝变白发，一扎根就是一辈子。

大会开始前，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
《我和我的祖国》《光荣啊，中国共青团》……乐曲奏响，许多

青年自发哼唱，激荡起一份温暖人心的情感共鸣。
共鸣深处，是几代中国人的夙愿。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

想。家与国、个人与民族、小我与大我……丹心从来系家国。
习近平总书记由此思考中国青年的成长之路：“中国共产党是
先锋队，共青团是突击队，少先队是预备队。入队、入团、入党，
是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

红色基因接续传承。2014年5月，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
学参加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时，总书记回忆了自己当年入队时的
感受：“心怦怦跳，很激动”。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是一种荣誉。”
庆祝大会上，总书记亲切地对青年们说：“中国共产党始终向

青年敞开大门，热情欢迎青年源源不断成为党的新鲜血液。”
青春战“疫”逆行出征，抗疫一线火线入党……习近平总书记

曾经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飞赴武汉，他评价“90后”“00后”说：“过
去有人说他们是娇滴滴的一代，但现在看，他们成了抗疫一线的
主力军，不怕苦、不怕牺牲。”“很多青年都经受住了考验，这也是
入党的条件啊，是共产党员宣誓誓言的生动实践。”

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90后”党员王奔收看了庆祝大会直
播，印象最深刻的是总书记饱含深情的一段话：“青年犹如大地
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
年又如初升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
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无畏的青春，无愧的担当。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
志上一篇名为《青春》的文章，字里行间澎湃着激情：“以青春之
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由青春的人到青春的党，青年的心紧紧同党贴在一起。
总书记语重心长：“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保持青春特质的党，是永
远值得青年人信赖和追随的党。”

由青春的人到青春的国家、青春的民族，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
民族命运休戚相关。总书记声音洪亮：“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饱经
沧桑的古老民族，更是自强不息、朝气蓬勃的青春民族。”

志在千秋，百年风华。
从曾经落后挨打的积贫积弱，到如今走向世界舞台的大国

自信，中国青年今日平视世界的底气，也源自一代代有志青年的
接续奋斗、不懈奋斗。

青年之于党和国家而言，最值得爱护、最值得期待。这次庆
祝大会，有人解读为“最青春的一个会场”。习近平总书记长达
近一个小时的重要讲话，讲给青年，也是讲给未来。青年什么
样，国家什么样，未来什么样。大会结束前，总书记动情重温
毛泽东同志1937年为陕北公学成立的一段题词。

85年前，抗战烽火中，为拯救民族于危难，众多爱国青年壮
志逆行，到陕北、到延安。战火中诞生的陕北公学，见证了一代
青年“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执着追求。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

政治远见……’‘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
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这样的先锋分子，是青春的模样，是道路的抉择，也是中国
阔步向前的中流砥柱。

一代代人的青春，一代代人的足迹，一代代人的传承。“今
天，党和人民同样需要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党中央殷切希望
共青团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这是党的殷切期
待，也是祖国和人民的殷切期待！”习近平总书记站起身来，颔首
致意，殷殷目光望向青年、望向未来。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