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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每一个国
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未来以启示。100年前，一
次会议、一场运动，拉开一段荡气回肠的百年历
史。法国巴黎和会上的图谋，在万里之遥的东
方古国引发蝴蝶效应：愤怒的中国青年走上街
头，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掀开了中国近现代史
新的篇章。

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
展进步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五四运动
百年之际，新华社记者重走法国凡尔赛宫、北大
红楼、北京蔡元培故居、青岛五四广场等地标，
还原一代青年、一个国家的百年追寻。

初 心

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有时只需要一把
火苗。

巴黎近郊，凡尔赛宫，游人如织。1919年
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7个战胜国在巴黎召开
战后和平会议，和约就在凡尔赛宫签署。但“和
平”并不属于所有的战胜国，会议上，列强竟然
要将战前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转交给日本。

北大红楼，一层东侧，当年图书馆主任李大
钊的办公室仍在。办公桌上，陈列着一本1919
年的台历，纸页已泛黄卷曲，时间正好停留在
1919年5月4日。

一张书桌，一把老式转椅。北大红楼往东
不远，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就是蔡
元培故居，书房复原如旧。100年前的5月 3
日，惊悉中国使团将要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
条约》上签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急召学生
代表……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外
争国权、内惩国贼”……青年学生的呐喊响彻古
城北京，穿越时空。

一个奋发寻路的民族被点燃了，一个屈辱
已久的大国被点燃了——从北京到青岛、上海
等上百个城市，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
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
爱国革命运动爆发。

拒绝和约签字的呼声如潮。全国各地发往

巴黎抗议签字的电报就达7000余份。
时任外交总长陆徵祥与其他4位全权代表

联名致电北洋政府：“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
强权”。

中国代表最终未出席和约签字仪式。而通
过五四运动，中国青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
现了自己的力量。

“五四运动看是突发，实际上是历史的必
然。”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李金光说。

“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
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
觉醒。”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
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五四精神“其
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

源于爱国，无数热血青年，踏上追求救国强
国的真理之路……

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是李大钊在
京居住时间最长的故居，这里时常聚集不少前
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青年。

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北京共产主
义小组……在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思想启
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和李大钊、陈独秀一
样，邓中夏、高君宇等进步青年迅速转变为马克
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爆发2年后，13位平均年龄28岁
的青年召开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
历史掀开崭新一页。

“初心就是救国强国。对早期中国共产党
人来说，在历史的芜杂中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他
们为了初心做出的正确道路选择。看似简单，
实则需要过人的眼界和胆魄。”李金光感言。

五四运动后第8年——1927年，李大钊，这
位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
先行者牺牲在绞刑架上，年仅38岁。那之后，无
数个“李大钊”站了起来……

到今天，李大钊梦想的“强固精密的组织”
的党员总数已近9000万。而这个大党领航的

“中国号”巨轮，在2010年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

历史，令人惊叹——五四运动100周年纪

念日前不久，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在京举行。39位外方领导人、150个国家
……一组参会数据，折射出东方大国的国际影
响力、道义感召力、合作吸引力。

信 念

巴黎爱丽舍宫，法国总统官邸。
1个多月前，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首访，

法国是最后一站。欢迎宴会前，两国元首共同
参观中法建交55周年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00
周年图片展。

一幅幅照片，唤醒人们尘封的记忆：100年
前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青年旅欧求知之路。

过去100年中，一批批胸怀救国梦的中国
青年远渡重洋。他们中，产生了新中国的缔造
者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科学家钱三强、严济
慈，艺术家徐悲鸿、冼星海……

1922年6月，巴黎西郊的布洛涅森林空地
上，周恩来、赵世炎等18名青年成立旅欧中国
少年共产党。不久，18岁的邓小平也加入这一
组织。

几年后，这些青年陆续回国，把欧洲所学与
中国实践相结合。

国共合作破裂的屠杀、过雪山草地的艰辛
……历经磨难，他们初衷不改，终其一生坚持，
最终影响中国甚至世界。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5年后，1927年，
陆徵祥“隐居”比利时。

布鲁日，比利时文化名城。其近郊的圣安
德鲁修道院内有一处遗物陈列室，收藏着在此

“遁入空门”的陆徵祥的藏书、器物和照片。
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再一次成为战胜

国。陆徵祥感慨地写道：“我初涉外交之时，正
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今天我看到被日
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

天安门城楼，巍巍伫立。1949年，五四运动
爆发30年后，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实现独立自主。

看似寻常最奇崛。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
员林齐模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梦碎后

的觉醒。思想的解放，对时代的演进发挥了决
定性作用。

百年前，诸多中国旅欧学生在法国马赛下
船。这些留学生中，包括周恩来和邓小平。

半个世纪后，人生中第三次复出后不久，邓
小平迅速派考察团赴欧洲学习考察。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幕拉开。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国内考

察就选择了深圳。他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
发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令。

2014年3月26日，习近平来到里昂中法大
学旧址。他说，里昂中法大学见证了两国一段
特殊交往史，中方愿同法方开展有关文献的整
理、保护和研究。

历史，昭示未来。
“100年，是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重新审

视1919年5月4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比利时
布鲁日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冯浩烈说。

弗拉芒语中，布鲁日就是“桥”的意思。
“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

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
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5年前，习近平
主席来到这座小城，向世界介绍“中国是一个什
么样的国家”，希望同欧洲朋友一道，在亚欧大
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

热烈的掌声，在演讲大厅里响起。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

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法建交50周年
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形象地形容。

奋 进

近海海面上，32艘中国海军受阅舰艇破浪
而来；天空中，战机梯队呼啸临空。

4月23日——有谁能想到，五四百年后，就
在曾被列强割让的青岛海域，庆祝人民海军成
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在这里举行。来自61
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来自13个国家的18艘舰
艇汇聚黄海，共贺中国海军华诞。

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
渡海视察刘公岛，竟需租借渔船。

新中国成立70年后，新型战略导弹核潜艇
开过来了，“辽宁号”航空母舰开过来了……

这是正在强盛的中国，这是始终青春的中
国，站在五四运动100年的节点上回看来路，爱
国、进步、民主、科学，已融入中国青年的血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担当”——“亲历国家的强盛，是我作为潜艇
兵的荣幸。”海军北海舰队潜艇某部士官张傲与
战友们参加了海上阅兵活动，这位20岁的青年
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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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全国学联
主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圣博说，
弘扬五四精神，就要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发
展相结合。“只有在时代浪潮中奋进，才能将个
人的一小步积累为国家的一大步。”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大祖国”——赵
婧，就读于法国索邦大学的国家公派博士生，亲
历3月习近平主席访法之旅，让这位“90后”颇多
感慨：“学成之后报效国家，就是我理解的初心。”

青岛五四广场，“五月的风”雕塑，艳丽似火。
理想的火焰一经点燃，就永不熄灭；前进的

脚步一旦迈出，就永不停歇。
五四百年，弹指一挥间。百年里，一个全面

觉醒的民族始终奋力前行……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在神州大地回响。
法 国 历 史 学 博 士 让·路 易·里 佐

（Jean-Louis Rizzo）长期研究五四运动和中
国。他认为，中国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五四
精神的延续，习近平主席对年轻人的期望，和五
四精神一脉相承。

北京，长城脚下，以“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
为主题的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已
盛大开幕。

园区内外，最活跃的就是朝气蓬勃的青年
志愿者们。中国青年，向世界展示着无尽的活
力与朝气、无限的希望和未来……

“唯有精神永驻”——北京蔡元培故居，进
门右手墙上，一块匾上的六个大字，引人无限遐
思……

唯 有 精 神 永 驻
——探寻五四百年“道路密码”

□新华社记者 余孝忠 翟伟 李斌 乌梦达 应强 徐冰 孙琪 萧海川 马晓冬 魏梦佳 王阳 潘革平 于跃 韩茜 郑江华 唐霁 杨一苗 任珂

（上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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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浙江义乌分水塘的一间茅屋中，微
弱的烛光下，一位刚刚留日归来的青年全神贯
注、字斟句酌，一本外文小册子正在一字一句地
变成方块汉字。手中的粽子蘸在墨汁中，他浑
然不觉，还对母亲说：“真甜！”

他叫陈望道，正在翻译的小册子就是《共产
党宣言》。他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翻译完成，将
译稿装入纸袋，窗外正是谷雨时节。

天地间百花灿烂，新生萌动。拯救民族危
亡的真理在青年之间口口相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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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烟漠漠雨疏疏，碧瓦朱甍照水隅。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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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看来，新思想很“炫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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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一点都不能少！”2018年11月的一
个夜晚，微博上瞬间沸腾了。当@共青团中央发
出这条微博，短短几小时内便获得了众多网友
的转发、评论、点赞，有力回击了“台独”分子的
分裂言论，坚决支持祖国统一大业。

“网络文明志愿者”越来越成为当代青年运动
浓墨重彩的一笔。每当出现企图破坏我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或是虚妄分裂祖国的错误行径，青年都
会挺身而出，依法打击犯罪，发声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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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龙江垦区，原来的“北大荒”早已变为
“北大仓”；在江西鄱阳湖畔，当年的沟岭滩涂拔

地而起一座共青城，如今已是京九线上的明珠；
在浙江台州，从“海上荒岛”到“东海明珠”，这是
60多年来大陈岛的巨大变化，也是垦荒精神的
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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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女青年陈鸣宇，是当代万千创业大学
生中的一员。她创始的家政服务公司已免费培
训和推荐许多女性实现就业。如今，每年都有
很多像她一样的年轻人勇敢迈上创业之路……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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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勤洗手、勤更衣、乘车让座、买票排
队，已成为深入我们潜意识的习惯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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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雪域高原，中铁十七局的工人们在修筑
西藏百姓“幸福天路”的同时，悉心呵护着脆弱
的生态；在天际云端，厦门航空乘务队的微笑被
称作“蓝天上最美的微笑”；在岭南羊城，广医一
院的白衣天使们，用生命构筑起抗击“非典”的
青春长城……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青年文明号”。自
上个世纪90年代设立开始，它激励了青年规范行
业标准，引领了行业新风。走过20多个春秋，“青
年文明号”是青年运动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再一次
成功运用，也是青年永立时代潮头的有力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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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徽金寨，一双“我要读书”的美丽大眼
睛唤起了人们对农村失学儿童的关注，也唤起
了全国人民对希望工程的关注。截至2018年，
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50.23亿元，资助
困难学生594.9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10所、
希望厨房6236个，援建希望工程图书室31109
个，培训教师114306名。

更为可贵的是，希望工程带动了慈善精神
如蒲公英的种子般随风播撒，扎根在社会各个
角落。

丛飞，一位获得首届全国道德模范和入选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青年
歌手。在1994年到2005年的十余年间，持续
捐款捐物300多万元，资助了183名贫困儿童，
认养孤儿37人，自己却一直过着清贫生活，甚至
将治疗癌症的钱悉数捐出。直到病魔残忍地将
他带走，很多人才获知他的另一个身份——青
年志愿者。

北京奥运的“鸟巢一代”、广州亚运的“绿羊
羊”、南京青奥的“小青柠”、G20峰会的“小青
荷”、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小梧桐”……每到大型
赛会，青年志愿者都会以热情专业的服务和青
春洋溢的笑容，成为最闪亮的风景线。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总体实施规模达
到1.83万人，累计已有超过29万名高校毕业生
到中西部基层开展志愿服务，其中，期满扎根西
部基层的青年志愿者超过2万名。“暖冬行动”、

“七彩假期”活动、海外服务计划、“助残阳光行
动”等项目如火如荼，志愿精神在各行各业青年
中开枝散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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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