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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紀念五四100周年大會 對青年提6要求 囑樹理想勇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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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指出，新時代中國青年運動的主題，
新時代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新時代中

國青年的使命，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
同人民一道，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
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
鬥。

國家希望在青年 民族未來在青年
上午10時30分，大會開始。全體起立，

高唱國歌。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重
要講話。他表示，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
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在
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歷史時刻，我們在這裡
隆重集會，緬懷五四先驅崇高的愛國情懷和
革命精神，總結黨和人民探索實現民族復興
道路的寶貴經驗，這對發揚五四精神，激勵
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特別是新時代中國青年為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
奮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習近平指出，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最
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國家的希望在青
年，民族的未來在青年。新時代中國青年
處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最好時期，既面臨着
難得的建功立業的人生際遇，也面臨着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時代使命。新時
代中國青年要繼續發揚五四精神，以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不辜負黨的期
望、人民期待、民族重託，不辜負我們這
個偉大時代。

挺身擔時代責任 錘煉品德守正道
習近平對新時代中國青年提出6點要求：
第一，新時代中國青年要樹立遠大理想。
青年理想遠大、信念堅定，是一個國家、一
個民族無堅不摧的前進動力。青年志存高
遠，就能激發奮進潛力，青春歲月就不會像
無舵之舟漂泊不定。青年的人生目標會有不
同，職業選擇也有差異，但只有把自己的小
我融入祖國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與時
代同步伐、與人民共命運，才能更好實現人
生價值、升華人生境界。離開了祖國需要、
人民利益，任何孤芳自賞都會陷入越走越窄
的狹小天地。
第二，新時代中國青年要熱愛偉大祖國。
孫中山先生說，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
知道怎麼樣愛國」。一個人不愛國，甚至欺
騙祖國、背叛祖國，那在自己的國家、在世
界上都是很丟臉的，也是沒有立足之地的。
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愛國是本分，也是職
責，是心之所繫、情之所歸。對新時代中國

青年來說，熱愛祖國是立身之本、成才之
基。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堅持愛
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高度統一。
第三，新時代中國青年要擔當時代責任。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應對
重大挑戰、抵禦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
解決重大矛盾，迫切需要迎難而上、挺身而
出的擔當精神。只要青年都勇挑重擔、勇克
難關、勇鬥風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能充
滿活力、充滿後勁、充滿希望。青年要保持
初生牛犢不怕虎、越是艱險越向前的剛健勇
毅，勇立時代潮頭，爭做時代先鋒。一切視
探索嘗試為畏途、一切把負重前行當吃虧、
一切「躲進小樓成一統」逃避責任的思想和
行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成不了事的，也
是難以真正獲得人生快樂的。
第四，新時代中國青年要勇於砥礪奮鬥。

今天，我們的生活條件好了，但奮鬥精神一
點都不能少，中國青年永久奮鬥的好傳統一
點都不能丟。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
征程上，必然會有艱巨繁重的任務，必然會
有艱難險阻甚至驚濤駭浪，特別需要我們發
揚艱苦奮鬥精神。奮鬥不只是響亮的口號，
而是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項任
務、履行每一項職責中見精神。奮鬥的道路
不會一帆風順，往往荊棘叢生、充滿坎坷。
強者，總是從挫折中不斷奮起、永不氣餒。
第五，新時代中國青年要練就過硬本領。

當今時代，知識更新不斷加快，社會分工日
益細化，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層出不窮。這
既為青年施展才華、競展風采提供了廣闊舞
台，也對青年能力素質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不論是成就自己的人生理想，還是擔當
時代的神聖使命，青年都要珍惜韶華、不負
青春，努力學習掌握科學知識，提高內在素
質，錘煉過硬本領，使自己的思維視野、思
想觀念、認識水平跟上越來越快的時代發
展。
第六，新時代中國青年要錘煉品德修為。

青年要把正確的道德認知、自覺的道德養
成、積極的道德實踐緊密結合起來，不斷修
身立德，打牢道德根基，在人生道路上走得
更正、走得更遠。面對複雜的世界大變局，
要明辨是非、恪守正道，不人云亦云、盲目
跟風。面對外部誘惑，要保持定力、嚴守規
矩，用勤勞的雙手和誠實的勞動創造美好生
活，拒絕投機取巧、遠離自作聰明。面對美
好歲月，要有飲水思源、懂得回報的感恩之
心。要在奮鬥中摸爬滾打，體察世間冷暖、
民眾憂樂、現實矛盾，從中找到人生真諦、
生命價值、事業方向。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

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新時代中國青年要熱愛偉大祖

國。對新時代中國青年來說，熱愛祖國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談 愛國
★愛國主義自古以來就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去不掉，打不破，
滅不了，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強大精
神動力。

★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愛國是本分，也是職責，是心之所繫、情之
所歸。對新時代中國青年來說，熱愛祖國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談 理想
★正所謂「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

★青年理想遠大、信念堅定，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無堅不摧的前進
動力。

★青年志存高遠，就能激發奮進潛力，青春歲月就不會像無舵之舟漂
泊不定。

談 奮鬥
★中國社會發展，中華民族振興，中國人民幸福，必須依靠自己的英
勇奮鬥來實現，沒有人會恩賜給我們一個光明的中國。

★奮鬥是青春最亮麗的底色。「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
里。」

★千百年來，中華民族歷經苦難，但沒有任何一次苦難能夠打垮我
們，最後都推動了我們民族精神、意志、力量的一次次升華。

★今天，我們的生活條件好了，但奮鬥精神一點都不能少，中國青年
永久奮鬥的好傳統一點都不能丟。

★奮鬥不只是響亮的口號，而是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項任
務、履行每一項職責中見精神。

★青年是苦練本領、增長才幹的黃金時期。「青春虛度無所成，白首
銜悲亦何及。」

談 品德
★人無德不立，品德是為人之本。止於至善，是中華民族始終不變的
人格追求。

★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僅要在物質上強，更要在精
神上強。精神上強，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

談 青年工作青年工作
★我們要用欣賞和讚許的眼光看待青年的創新創造，積極支持他們在
人生中出彩，為青年取得的成就和成績點讚、喝彩。

★當青年犯了錯誤、做了錯事時要及時指出並幫助他們糾正，對一些
青年思想上的一時衝動或偏激要多教育引導，能包容要包容，多給
他們一點提高自我認識的時間和空間，不要過於苛責。

■資料來源：綜合新華網及央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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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在
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
始終把青年工作作為黨的一項極為重要的工
作。黨的隊伍中始終活躍着懷抱崇高理想、
充滿奮鬥精神的青年人，這是我們黨歷經百
年風雨而始終充滿生機活力的一個重要原
因。中國共產黨立志於中華民族千秋偉業，
必須始終代表廣大青年、贏得廣大青年、依
靠廣大青年，用極大力量做好青年工作，確
保黨的事業薪火相傳，確保中華民族永續發
展。
把青年一代培養造就成德智體美勞全面發

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是事關黨和
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戰略任務，是全黨的共
同政治責任。各級黨委和政府、各級領導幹
部以及全社會都要充分信任青年、熱情關心
青年、嚴格要求青年，關注青年願望、幫助
青年發展、支持青年創業，做青年朋友的知
心人、青年工作的熱心人、青年群眾的引路
人。
習近平指出，我們要主動走近青年、傾聽
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
「當代青年思想活躍、思維敏捷，觀念新
穎、興趣廣泛，探索未知勁頭足，接受新生
事物快，主體意識、參與意識強，對實現人

生發展有着強烈渴望。這種青春天性賦予青
年活力、激情、想像力和創造力，應該充分
肯定。」習近平說，「同時，青年人閱歷不
廣，容易從自身角度、從理想狀態的角度來
認識和理解世界，難免給他們帶來局限性。
這是青年成長的規律，我們要尊重這個規
律。」

常到青年中去 聽心聲交朋友
習近平強調，信任是理解的前提。要尊重
青年天性，照顧青年特點，經常到青年中
去，同青年零距離接觸、面對面交流，了解
他們的思想動態、價值取向、行為方式、生
活方式，傾聽他們對社會問題和現象的看
法，對黨和政府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即便聽
到了尖銳的甚至是偏頗的批評，也要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成為青年願意講真話、交真
心、訴真情的知心朋友。青年要向年長者學
習，年長者也要向青年學習，相互取長補
短，相互信任幫助。

關注所憂所盼 解決切身問題
習近平指出，我們要真情關心青年、關愛
青年，做青年工作的熱心人。
他說，當代青年遇到了很多我們過去從

未遇到過的困難。我們要關注青年所思、
所憂、所盼，幫助青年解決好他們在畢業
求職、創新創業、社會融入、婚戀交友、
老人贍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操心事、煩
心事，努力為青年創造良好發展條件，讓
他們感受到關愛就在身邊、關懷就在眼
前。

多予鼓勵包容 重在教育引導
習近平表示，我們要悉心教育青年、引導
青年，做青年群眾的引路人。
他強調，青年要順利成長成才，就像幼苗
需要精心培育，該培土時就要培土，該澆水
時就要澆水，該施肥時就要施肥，該打藥時
就要打藥，該整枝時就要整枝。
習近平指出，當青年思想認識陷入困惑彷

徨、人生抉擇處於十字路口時要鼓勵他們振
奮精神、勇往直前，當青年在工作上取得進
步時要給予他們熱情鼓勵，當青年在事業上
遇到困難時要幫助他們重拾信心，當青年犯
了錯誤、做了錯事時要及時指出並幫助他們
糾正，對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時衝動或偏激
要多教育引導，能包容要包容，多給他們一
點提高自我認識的時間和空間，不要過於苛
責。

■清華學生代表出席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 中新社

■北師大學生代表出席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 新華社

■北大學生代表出席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 中新社

高度評價五四：民族獨立進步里程碑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網報

道，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五四運動在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
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習近平表示，五四運動，爆發於民族

危難之際，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
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
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是一場中
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
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革
命運動，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
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以磅礴之力鼓動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

實現民族復興的志向和信心。

激發追求真理的偉大覺醒
習近平強調，五四運動，以徹底反
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
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
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
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
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
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作了思想上幹
部上的準備，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
文化、革命鬥爭登上歷史舞台創造了
條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

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
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
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習近平說，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力量

高舉起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五四運動
以全民族的行動激發了追求真理、追求
進步的偉大覺醒；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
搏擊培育了永久奮鬥的偉大傳統。「歷
史深刻表明，有了馬克思主義，有了中
國共產黨領導，有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
族的偉大覺醒，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追
求真理、追求進步的潮流從此就是任何
人都阻擋不了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
道，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共青團是黨的助
手和後備軍，是黨的青年工作的重要力量。
在中國青年運動的光輝歷程中，共青團發揚
「黨有號召、團有行動」的優良傳統，為黨
爭取青年人心、匯聚青年力量，在革命、建
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作出了積極貢獻、發
揮了重要作用。黨旗所指就是團旗所向。共
青團要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增強「四個
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
護」，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群團發
展道路，不斷保持和增強政治性、先進性、
群眾性，堅持把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
人作為根本任務，把鞏固和擴大黨執政的青
年群眾基礎作為政治責任，把圍繞中心、服
務大局作為工作主線，認真履行引領凝聚青
年、組織動員青年、聯繫服務青年的職責，
不斷創新工作思路，增強對青年的凝聚力、
組織力、號召力，團結帶領新時代中國青年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進程中不
斷開拓創新、奮發有為。

關心青年成長 支持青年發展
習近平說，關心和支持青年是全社會的共

同責任。一切黨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人
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各人民團體和社會團
體，廣大城鄉基層自治組織，各新經濟組織
和新社會組織，都要關心青年成長、支持青
年發展，給予青年更多機會，更好發揮青年
作用。

黨
旗
所
指
就
是
團
旗
所
向

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
會開始前40分鐘，內地著名

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組織已經入
場的青年代表們開啟了暖場活動。

「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
割，無論我走到哪裡都流出一首讚
歌……」在請與會代表們看完關於
當代中國青年為社會各方面發展作
出傑出貢獻的短片，以及五四運動
歷史的短片之後，廖昌永亮出絕佳
唱功，在人民大會堂會場內組織台
下全體與會者來了一次大合唱。開
場歌曲便是《我和我的祖國》。

第二首歌——《沒有共產黨就
沒有新中國》將現場氣氛帶入高
潮。與會代表紛紛起立高歌，就
連一樓最右側的部長席上也有人
起立參與到了這場青年合唱活動
中。伴隨着音樂聲，大家紛紛鼓
掌打起了節拍。

隨後，全體與會者還集體演唱了
《光榮啊，中國共青團》和《五星
紅旗迎風飄揚》，在雷鳴般的掌聲
中結束了這場「青春之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青春之歌
響徹人民大會堂

 �

■習近平出席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
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昨日昨日，，紀念五四運動紀念五四運動10010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習近平習近平、、李克強李克強、、栗戰書栗戰書、、汪洋汪洋、、王滬寧王滬寧、、趙樂際趙樂際、、韓正韓正、、王岐山等出席大會王岐山等出席大會。。 新華社新華社

做青年知心人 熱心人 引路人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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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三月廿七 初二立夏
港字第25243 今日出紙3疊8張半 港售10元

星
期
三大致多雲 間有驟雨

氣溫24-28℃ 濕度8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