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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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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
共产党是我们成就伟业最可靠
的主心骨，代表广大青年、赢得
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是我们
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
保证；共青团不愧为党和人民事
业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不愧为党
的得力助手和可靠后备军；无论
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
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先锋力量。只要始终不渝坚持

党的领导，更好发挥共青团作为
党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作用，把广大青年最广泛地聚集
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就一定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
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 民族
的未来在青年。 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足新时
代新征程， 中国青年的奋斗目
标和前行方向归结到一点，就
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
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时代新人。 ”当前，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我国正
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键时期。 走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
上， 我们深知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
就能实现的， 前进道路上必然
会有艰巨繁重的任务， 必然会
有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 越
是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 越不
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越要动
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 作为整
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 最有生
气的力量，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

牢记党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
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
开拓者、奉献者，在实现中国梦
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
春之歌， 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
看的新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
“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
的是根脉，面向的是未来，攸关
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中国共产
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
须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
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用极大力
量做好青年工作，确保党的事业
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 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
干部以及全社会都要充分信任
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
青年，关注青年愿望、帮助青年
发展、支持青年创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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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青团
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力量，肩
负引领凝聚青年、 组织动员青
年、联系服务青年的职责，必须
坚持“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
坚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巩固和
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
为政治责任，把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作为工作主线，不断创新工
作思路， 增强对青年的凝聚力、
组织力、号召力。

新时代是追梦者的时代，也
是广大青年成就梦想的时代。与
新时代同向同行、 共同前进，当

代中国青年生逢盛世， 肩负重
任；身处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
期，把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
业，方能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
负人民。广大青年要树立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信心，不断增强做中
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树立为
祖国为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
的坚定理想；要自觉树立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矢志追求
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
的人生；要敢为人先、敢于突破，
以聪明才智贡献国家，以开拓进
取服务社会；要擦亮奋斗这个青
春最亮丽的底色，在青春的赛道
上奋力奔跑，在真刀真枪的实干
中成就一番事业，让青春在为祖
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
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
则国家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
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两
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砥砺前行、奋
发有为，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据 《人民日报 》）

“5月4 日是五四青年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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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
公厅印发《关于认真做好第十
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 评选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对各参评单位推选
申报工作进行部署安排。《通
知》 指出，2022 年是进入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
程的重要一年， 我们党将召开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激
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守正创新、
锐意进取，倾心创作精品，铸就
文艺高峰， 进一步弘扬先进文
化，推出优秀作品，丰富和满足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特组
织开展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评选表彰工作。
《通知》强调，评选工作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化文艺工作的重要
论述，自觉运用党的百年奋斗
历史经验， 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方向， 坚持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聚焦举
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评选
推出一批无愧于时代、无愧于
人民的优秀作品，大力营造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浓
厚氛围，为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据了解， 第十六届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参评作品
主要包括戏剧、电影（含动画电
影、纪录电影）、电视剧（含动画
片、 文化类纪录片和专题节
目）、广播剧、歌曲、图书（包括
文学类图书、 通俗理论读物和

少儿读物）共六大类，为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首次播映、 上演、 出版的作
品。《通知》对参评作品的条件
提出了具体要求， 重点强调参
评作品要体现正确导向， 坚持
质量第一、双效统一，具有广泛
影响力，确保优中选优，推选出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的精品力作。

据悉， 各省区市党委宣传
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中央和
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共 80 余家
单位作为参评单位组织作品申
报工作，申报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15 日。《通知》还对各
参评单位的申报作品数量、报
送方式、 联合申报和资格审定
等工作提出要求， 特别指出严
禁违法失德人员担任主创或存
在版权等纠纷的作品参评。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印发通知
部署开展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评选表彰工作
会议强调，要加快局部聚集

性疫情处置，应检尽检、应隔尽
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协调联
动核酸检测、流调、隔离转运和
社区管控等重点环节，确保感染
者和风险人群及时排查出、管控
住。 要加强防控能力建设，强化
区域协防、省内统筹，把防控的
人力物资备足备齐，做好疫情应
对准备。 要及时完善防控措施，
加大对病毒变异的研究和防范
力度，不搞简单化、一刀切，同步
做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生活
物资供应，保障好群众看病就医
需求。 要从严落实常态化疫情防
控举措，外防输入要把人、物、环
境同防要求贯彻到位，压实行业
责任和单位责任。 要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打好人民战争，加强信息
发布，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引导
广大群众增强责任意识、自我防
护意识，自觉承担防控责任和义

务，落实个人、家庭等日常防护
措施， 推进加强免疫接种工作，
筑牢群防群控防线。

会议指出，各级党委、政府
和社会各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克服麻痹思
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
态，全面动员、全面部署，以时不
我待的精神、 分秒必争的行动
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
要继续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发
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对在抗疫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
进典型和先进事迹， 要加以宣
传报道，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坚
定信心、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做
好抗疫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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