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青年時期學識基礎厚
實不厚實，影響甚至決定自己的一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青年人正處於學習的黃金時

期，應該把學習作為首要任務，作為一種責任、一種
精神追求、一種生活方式，樹立夢想從學習開始、事
業靠本領成就的觀念，讓勤奮學習成為青春遠航的動
力，讓增長本領成為青春搏擊的能量。」
2013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

表座談時指出：「廣大青年要堅持面向現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來，增強知識更新的緊迫感，如飢似渴
學習，既扎實打牢基礎知識又及時更新知識，既刻苦
鑽研理論又積極掌握技能，不斷提高與時代發展和事
業要求相適應的素質和能力。」
「大學階段，『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有老師

指點，有同學切磋，有浩瀚的書籍引路，可以心無旁
騖求知問學。此時不努力，更待何時？」2014年5月4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強調：
「要勤於學習、敏於求知，注重把所學知識內化於
心，形成自己的見解，既要專攻博覽，又要關心國
家、關心人民、關心世界，學會擔當社會責任。」

「見到你們，我就回想起自己的學生時代。教過
我的老師很多，至今我都能記得他們的樣子，他們
教給我知識、教給我做人的道理，讓我受益無
窮。」2014年9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同北京師範大
學師生代表座談時深情地說：「學生時代是人一生
最美好的時光，長身體、長知識、長才幹，每天都
有新收穫，每天都有新期待。我希望在座的同學
們，也希望全國2.6億在校學生，珍惜學習時光，多
學知識，多學道理，多學本領，熱愛勞動，身心健
康，茁壯成長。」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知識是每個
人成才的基石，在學習階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
2016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技大學
考察時語重心長地對學生們說：「青年是國家的未
來和民族的希望。希望同學們肩負時代責任，高揚
理想風帆，靜下心來刻苦學習，努力練好人生和事
業的基本功，做有理想、有追求的大學生，做有擔
當、有作為的大學生，做有品質、有修養的大學
生。」
2017年5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

時指出：「青年處於人生積累階段，需要像海綿吸水
一樣汲取知識。廣大青年抓學習，既要惜時如金、孜
孜不倦，下一番心無旁騖、靜謐自怡的功夫，又要突
出主幹、擇其精要，努力做到又博又專、愈博愈專。
特別是要克服浮躁之氣，靜下來多讀經典，多知其所
以然。」
2019年4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
100周年大會上強調：「新時代中國青年要增強學習緊
迫感，如飢似渴、孜孜不倦學習，努力學習馬克思主
義立場觀點方法，努力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和專業技
能，努力提高人文素養，在學習中增長知識、錘煉品
格，在工作中增長才幹、練就本領，以真才實學服務
人民，以創新創造貢獻國家！」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所有知識

要轉化為能力，都必須躬身實踐，注重在實踐中學真
知、悟真諦，加強磨練、增長本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廣大青年要如飢似渴、孜孜

不倦學習，既多讀有字之書，也多讀無字之書，注重
學習人生經驗和社會知識。」
2013年11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致2013年全球創

業周中國站活動組委會的賀信中說：「青年是國家和
民族的希望，創新是社會進步的靈魂，創業是推動經
濟社會發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徑。青年學生富有想
像力和創造力，是創新創業的有生力量。希望廣大青
年學生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國家發展進步、人民偉大

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刻苦學習，腳踏實地，銳意進
取，在創新創業中展示才華、服務社會。」
2014年五四青年節即將到來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在

給河北保定學院西部支教畢業生群體代表的回信中
說：「同人民一道拚搏、同祖國一道前進，服務人
民、奉獻祖國，是當代中國青年的正確方向。好兒女
志在四方，有志者奮鬥無悔。希望越來越多的青年人
以你們為榜樣，到基層和人民中去建功立業，讓青春
之花綻放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
實踐中書寫別樣精彩的人生。」
2016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知識分子、勞動
模範、青年代表座談會上強調：「要敢於做先鋒，而
不做過客、當看客，讓創新成為青春遠航的動力，讓
創業成為青春搏擊的能量，讓青春年華在為國家、為
人民的奉獻中煥發出絢麗光彩。」
「每一項事業，不論大小，都是靠腳踏實地、一點

一滴幹出來的。『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
不成。』這是永恒的道理。」2018年5月2日，習近平
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強調：「做人做事，
最怕的就是只說不做，眼高手低。不論學習還是工
作，都要面向實際、深入實踐，實踐出真知；都要嚴
謹務實，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苦幹實幹。廣大青年要
努力成為有理想、有學問、有才幹的實幹家，在新時
代幹出一番事業。我在長期工作中最深切的體會就
是：社會主義是幹出來的。」

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人民的幸福，是當代中
國青年必須和必將承擔的重任

時代呼喚擔當，民族振興是青年的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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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大青年要牢記『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立足

本職、埋頭苦幹，從自身做起，從點滴做起，用勤勞
的雙手、一流的業績成就屬於自己的人生精彩。」
2013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
座談時指出。
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

會上強調：「廣大青年對五四運動的最好紀念，就是
在黨的領導下，勇做走在時代前列的奮進者、開拓
者、奉獻者，以執着的信念、優良的品德、豐富的知
識、過硬的本領，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擔負起歷史
重任，讓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奪目的時代光芒。」
「青年時光非常可貴，要用來幹事創業、辛勤耕
耘，為將來留下珍貴的回憶。」2016年4月26日，習
近平總書記在知識分子、勞動模範、青年代表座談會
上強調：「廣大農村青年要在發展現代農業、建設社

會主義新農村中展現現代農民新形象，廣大企業青年
要在積極參與生產勞動、產品研發、管理創新中創造
更多財富，廣大科研單位青年要在深入鑽研學問、主
動攻克難題中多出創新成果，廣大機關事業單位青年
要在提高為社會、為民眾服務水平中建功立業。」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國各族青年積極響

應黨的號召，踴躍投身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
擊戰，不畏艱險、衝鋒在前、真情奉獻，展現了當代中
國青年的擔當精神，贏得了黨和人民高度讚譽。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鬥爭中，你們青年人同在一

線英勇奮戰的廣大疫情防控人員一道，不畏艱險、衝
鋒在前、捨生忘死，彰顯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
合格答卷。廣大青年用行動證明，新時代的中國青年
是好樣的，是堪當大任的！」2020年3月15日，習近
平總書記在給北京大學援鄂醫療隊全體「90後」黨員
的回信中說。
總書記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
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希望你們努力在
為人民服務中茁壯成長、在艱苦奮鬥中砥礪意志品
質、在實踐中增長工作本領，繼續在救死扶傷的崗位
上拚搏奮戰，帶動廣大青年不懼風雨、勇挑重擔，讓

青春在黨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綻放絢麗之花。」
「青年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在這次抗疫鬥爭中，青

年一代的突出表現令人欣慰、令人感動。」2020年9月
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
上指出：「世上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
凡人。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難、不懼犧牲，用臂膀扛
起如山的責任，展現出青春激昂的風采，展現出中華民
族的希望！讓我們一起為他們點讚！」
奮鬥是青春最亮麗的底色。民族復興的使命要靠奮

鬥來實現，人生理想的風帆要靠奮鬥來揚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廣大人民特別是一代代

青年前赴後繼、艱苦卓絕的接續奮鬥，就沒有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今天，更不會有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明天。」
「青年朋友們，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現在，青

春是用來奮鬥的；將來，青春是用來回憶的。」2013
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
時指出：「只有進行了激情奮鬥的青春，只有進行了
頑強拚搏的青春，只有為人民作出了奉獻的青春，才
會留下充實、溫暖、持久、無悔的青春回憶。」
2015年7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致全國青聯十二
屆全委會和全國學聯二十六大的賀信中說：「國家的
前途，民族的命運，人民的幸福，是當代中國青年必
須和必將承擔的重任。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歷史際
遇。我們的國家正在走向繁榮富強，我們的民族正在

走向偉大復興，我們的人民正在走向更加幸福美好的
生活。當代中國青年要有所作為，就必須投身人民的
偉大奮鬥。同人民一起奮鬥，青春才能亮麗；同人民
一起前進，青春才能昂揚；同人民一起夢想，青春才
能無悔。」
「廣大青年要培養奮鬥精神，做到理想堅定，信念

執着，不怕困難，勇於開拓，頑強拚搏，永不氣餒。
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奮鬥本身就是一種幸福。」
2018年5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
上強調：「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
鬥，是我們人生難得的際遇。每個青年都應該珍惜這
個偉大時代，做新時代的奮鬥者。」
2019年4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
100周年大會上指出：「新時代中國青年要勇做走在時
代前列的奮進者、開拓者、奉獻者，毫不畏懼面對一
切艱難險阻，在劈波斬浪中開拓前進，在披荊斬棘中
開闢天地，在攻堅克難中創造業績，用青春和汗水創
造出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跡！」
2020年五四青年節到來之際，習近平總書記代表黨
中央，向全國各族青年致以節日的祝賀和誠摯的問
候。總書記指出：「新時代中國青年要繼承和發揚五
四精神，堅定理想信念，站穩人民立場，練就過硬本
領，投身強國偉業，始終保持艱苦奮鬥的前進姿態，
同億萬人民一道，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
新長征路上奮勇搏擊。」

共青團要緊跟黨走在時代前列、走在青年前列，緊
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找準工作切入點、結合
點、着力點

黨有號召，團有行動。共青團是黨的助手和後備
軍，這體現了我們黨對共青團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
望。「團的所有工作，歸結到一點，就是要當好這個
助手和後備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是中國

青年運動的時代主題。
2013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

表座談時指出：「要用中國夢打牢廣大青少年的共同
思想基礎，教育和幫助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
生觀、價值觀，永遠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永遠熱愛
我們偉大的人民，永遠熱愛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堅
定跟着黨走中國道路。」
2013年6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團中央新一屆
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強調：「共青團要緊跟黨走
在時代前列、走在青年前列，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
大局找準工作切入點、結合點、着力點，充分發揮廣
大青年生力軍作用，團結帶領廣大青年在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中續寫新的光榮。」
總書記指出：「團的工作要把握住根本性問題，把

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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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6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對共青團工作作出
重要批示指出：「實現中國夢，需要依靠青年，也能
成就青年。要深入研究當代青年成長的新特點和新規
律，把準方向、摸準脈搏，大力推進團的組織和工作
創新，牢牢把廣大青年團結和凝聚到黨的周圍，堅定
理想信念，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勇擔時代
賦予的重任，走在創新創業創優的前列，在服務人
民、奉獻社會、建設祖國的生動實踐中體現人生價
值。」
共青團要不斷保持和增強政治性、先進性、群眾

性。
「要切實保持和增強黨的群團工作的政治性。政治

性是群團組織的靈魂，是第一位的。」2015年7月6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的群團工作會議上指出：
「群團組織要始終把自己置於黨的領導之下，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動上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覺維

護黨中央權威，堅決貫徹黨的意志和主張，嚴守政治
紀律和政治規矩，經得住各種風浪考驗，承擔起引導
群眾聽黨話、跟黨走的政治任務，把自己聯繫的群眾
最廣泛最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
2017年5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

時強調：「共青團是黨的助手和後備軍，要始終保持
先進性，廣大團員青年堅定跟黨走，就是初心。不忘
這個初心，是我國廣大青年的政治選擇，也是我國廣
大青年的人生航向。」
「青聯和學聯組織要緊跟時代步伐，把握青年工作

特點和規律，深化改革創新，組織動員廣大青年和青
年學生堅定跟黨走、奮進新時代，為黨和國家事業發
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2020年8月17日，習近平
總書記在致全國青聯十三屆全委會和全國學聯二十七
大的賀信中說。
推動共青團事業不斷開創新局面，關鍵在團幹部。
2013年6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團中央新一屆
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指出：「團的幹部必須堅定
理想信念，應該最富有理想、富有理想主義，團幹部
要在廣大青年中樹立威信、形成號召力，首先要高揚
理想旗幟。團的幹部必須心繫廣大青年，堅持以青年
為本，深深植根青年、充分依靠青年、一切為了青
年，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努力增強黨對青年
的凝聚力和青年對黨的向心力。團的幹部必須提高工

作能力，勤奮學習，向書本學習，向實踐學習，向青
年學習，在同廣大青年的密切交往中提高工作本領，
在同他們打成一片中找到做好青年工作的有效辦法。
團的幹部必須錘煉優良作風，既要有幹事創業的激
情，更要有腳踏實地的作為。要深刻領會中央八項規
定的精神實質，養成慎始、慎獨、慎微的意識，走好
人生每一步。要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
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着力解決廣大青年反映
強烈的突出問題，為做好團的工作提供堅強作風保
證。」
總書記強調：「我們黨從來都是在重大政治任務

中、在火熱社會實踐中鍛煉幹部、培養幹部的。團幹
部要敢於到經濟社會發展最需要的地方，到條件艱
苦、情況複雜的地方，砥礪品質，提高本領。」
2015年7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的群團工作

會議上指出：「共青團是先進青年的組織，各級團的
領導幹部要從嚴選拔、從嚴管理，注重從各個領域培
養選拔。」
2018年7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團中央新一屆領

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強調：「團的幹部隊伍建設要
嚴，政治上、思想上、能力上、擔當上、作風上、自
律上要強，做到對黨忠誠，敢於挑急難險重的擔子，
敢於到條件艱苦、環境複雜的崗位鍛煉，腳踏實地、
一步一個腳印幹。」

代表廣大青年，贏得廣大青年，依靠廣大青年，是
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保證。
「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

始終高度重視青年、關懷青年、信任青年，對青年一
代寄予殷切期望。中國共產黨從來都把青年看作是祖
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從來都把青年作為黨和人民
事業發展的生力軍，從來都支持青年在人民的偉大奮
鬥中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2013年5月4日，習近平
總書記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時指出。
總書記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信任青年、

熱情關心青年、嚴格要求青年，為青年馳騁思想打開
更浩瀚的天空，為青年實踐創新搭建更廣闊的舞台，
為青年塑造人生提供更豐富的機會，為青年建功立業
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各級領導幹部要關注青年願望、
幫助青年發展、支持青年創業，做青年朋友的知心
人，做青年工作的熱心人。」
2013年6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團中央新一屆
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指出：「各級黨委要從鞏固
和擴大黨執政的青年群眾基礎的戰略高度，加強對團
的工作的領導，為團組織提供良好工作環境和條件。
各級黨委要熱情關心、嚴格要求團幹部，幫助他們樹
立正確的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做他們建功成才
路途上的良師益友。」
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

會上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視高校工作，始
終關心和愛護學生成長，為他們放飛青春夢想、實現人
生出彩搭建舞台。要全面深化改革，營造公平公正的社
會環境，促進社會流動，不斷激發廣大青年的活力和創
造力。要強化就業創業服務體系建設，支持幫助學生們
邁好走向社會的第一步。各級領導幹部要經常到學生們
中去、同他們交朋友，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
2015年7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的群團工作

會議上強調：「各級黨委必須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出
發，切實加強和改進對黨的群團工作的領導。要堅持
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部門各負其責、黨員
幹部帶頭示範、群團履職盡責的工作格局。各級黨委
和政府要為群團組織開展工作創造有利條件。要深入
把握黨的群團工作規律，完善黨委領導群團組織的制
度，提高黨的群團工作科學化水平。」
2016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知識分子、勞動
模範、青年代表座談會上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
充分信任青年、熱情關心青年、嚴格要求青年、積極
引導青年，為廣大青年成長成才、創新創造、建功立
業做好服務保障工作。」
「全黨要關注青年、關心青年、關愛青年，
傾聽青年心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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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
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指出。
「青年工作，抓住的是當下，傳承的是根脈，面向

的是未來，攸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2018年7月2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團中央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
體談話時強調：「各級黨委要關注關心青少年成長，
為他們成長成才、施展才華創造良好條件。各級黨委
要拿出極大精力抓青年工作、抓共青團工作，切實盡
到領導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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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30日，習近平總書
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指出。
「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中國的未來屬

於青年，中華民族的未來也屬於青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續奮鬥。廣大
青年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定
理想信念，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勇做時代的弄潮兒，一
定能夠擔當起黨和人民賦予的歷史重任，在實現中國夢的
生動實踐中放飛青春夢想，在為人民利
益的不懈奮鬥中書寫人
生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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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青年一代有

理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
希望，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就有源源不斷
的強大力量。」2013年5月4日，習近平
總書記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時指
出。
總書記強調：「展望未來，我國青年一

代必將大有可為，也必將大有作為。這是
『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歷史規律，也是
『一代更比一代強』的青春責任。廣大青
年要勇敢肩負起時代賦予的重任，志存高
遠，腳踏實地，努力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的生動實踐中放飛青春夢
想。」
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

大學師生座談會上指出：「時間之河川流
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際遇和機
緣，都要在自己所處的時代條件下謀劃人
生、創造歷史。青年是標誌時代的最靈敏
的晴雨表，時代的責任賦予青年，時代的

光榮屬於青年。」
「我相信，當代中國青年一定能夠擔當

起黨和人民賦予的歷史重任，在激揚青春、
開拓人生、奉獻社會的進程中書寫無愧於時
代的壯麗篇章！」總書記勉勵廣大青年。
2016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知識
分子、勞動模範、青年代表座談會上強
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續奮鬥。青年
人朝氣蓬勃，是全社會最富有活力、最具
有創造性的群體。黨和人民對廣大青年寄
予厚望。」
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

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指出：
「全國廣大青年要深刻了解近代以來中國
人民和中華民族不懈奮鬥的光榮歷史和偉
大歷程，堅定不移跟着中國共產黨走，勇
做走在時代前列的奮進者、開拓者、奉獻
者，讓青春在為祖國、為人民、為民族的
奉獻中煥發出絢麗光彩！」
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青年一代責任在肩。
「中國夢是歷史的、現實的，也是未來

的；是我們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終將在一代代
青年的接力奮鬥中變為現實。」2017年
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
報告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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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30日，習近平總
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強調：
「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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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致全
國青聯十三屆全委會和全國學聯二十七大的
賀信中說：「我國廣大青年要堅定理想信
念，培育高尚品格，練就過硬本領，勇於創
新創造，矢志艱苦奮鬥，同億萬人民一道，
在矢志奮鬥中譜寫新時代的青春之歌。」
今年3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閩江學

院考察調研時強調：「希望同學們樹立遠

大理想、熱愛偉大祖國、擔當時代責任、
勇於砥礪奮鬥、練就過硬本領、錘煉品德
修為，努力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道德高
尚的人，積極投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的偉大事業。」
今年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清華大

學考察時指出：「當代中國青年是與新時
代同向同行、共同前進的一代，生逢盛
世，肩負重任。廣大青年要愛國愛民，從
黨史學習中激發信仰、獲得啟發、汲取力
量，不斷堅定『四個自信』，不斷增強做
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樹立為祖國
為人民永久奮鬥、赤誠奉獻的堅定理想。
要錘煉品德，自覺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
心價值觀，自覺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
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培根鑄魂、啟
智潤心，加強道德修養，明辨是非曲直，
增強自我定力，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
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要勇於創新，深
刻理解把握時代潮流和國家需要，敢為人
先、敢於突破，以聰明才智貢獻國家，以
開拓進取服務社會。要實學實幹，腳踏實
地、埋頭苦幹，孜孜不倦、如飢似渴，在
攀登知識高峰中追求卓越，在肩負時代重
任時行勝於言，在真刀真槍的實幹中成就
一番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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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決定事業成
敗。青年的理想信念關乎國家未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夢是全國各

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應該牢
固樹立的遠大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
我們黨帶領人民歷經千辛萬苦找到的實現
中國夢的正確道路，也是廣大青年應該牢
固確立的人生信念。」
2013年5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給北京
大學學生回信勉勵當代青年：「中國夢是
國家的夢、民族的夢，也是包括廣大青年
在內的每個中國人的夢。『得其大者可以
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國家和民
族的事業中，才能最終成就一番事業。希
望你們珍惜韶華、奮發有為，勇做走在時
代前面的奮進者、開拓者、奉獻者，努力
使自己成為祖國建設的有用之才、棟樑之
材，為實現中國夢奉獻智慧和力量。」
「青年時代樹立正確的理想、堅定的信

念十分緊要，不僅要樹立，而且要在心中
扎根，一輩子都能堅持為之奮鬥。這樣的
有志青年，成千上萬這樣的有志青年，正
是黨、國家、人民所需要的。」2013年6
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團中央新一
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強調。
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

大學師生座談會上強調：「有信念、有夢
想、有奮鬥、有奉獻的人生，才是有意義
的人生。當代青年建功立業的舞台空前廣
闊、夢想成真的前景空前光明，希望大家
努力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中創造自己
的精彩人生。」
「前進要奮力，幹事要努力。當代中國青
年要在感悟時代、緊跟時代中珍惜韶華，自
覺按照黨和人民的要求錘煉自己、提高自
己，做到志存高遠、德才並重、情理兼修、
勇於開拓，在火熱的青春中放飛人生夢想，
在拚搏的青春中成就事業華章。」2015年7
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致全國青聯十二屆
全委會和全國學聯二十六大的賀信中指出。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

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青年的人生
之路很長，前進途中，有平川也有高山，
有緩流也有險灘，有麗日也有風雨，有喜
悅也有哀傷。心中有陽光，腳下有力量，
為了理想能堅持、不懈怠，才能創造無愧
於時代的人生。」
「無數人生成功的事實表明，青年時
代，選擇吃苦也就選擇了收穫，選擇奉獻
也就選擇了高尚。」2013年5月4日，習
近平總書記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時
指出：「青年時期多經歷一點摔打、挫

折、考驗，有利於走好一生的路。要歷練
寵辱不驚的心理素質，堅定百折不撓的進
取意志，保持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變挫
折為動力，用從挫折中吸取的教訓啟迪人
生，使人生獲得昇華和超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擔當。新時代中國青年要擔當時代責
任。
「我記得，1981年北大學子在燕園一起
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響亮口
號，今天我們仍然要叫響這個口號，萬眾
一心為實現中國夢而奮鬥。」2018年5月
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
會上指出：「廣大青年既是追夢者，也是
圓夢人。追夢需要激情和理想，圓夢需要
奮鬥和奉獻。廣大青年應該在奮鬥中釋放
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
奮鬥之我，為民族復興鋪路架橋，為祖國
建設添磚加瓦。」
「實踐充分證明，中國青年是有遠大理

想抱負的青年！中國青年是有深厚家國情
懷的青年！中國青年是有偉大創造力的青
年！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中國青年
始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先鋒力
量！」2019年4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
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指出。
總書記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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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中國青年要樹立對馬
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信念、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信
心，到人民群眾中去，到新時代新天地中
去，讓理想信念在創業奮鬥中昇華，讓青
春在創新創造中閃光！」
對新時代中國青年來說，熱愛祖國是立

身之本、成才之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時代中國青年

要聽黨話、跟黨走，胸懷憂國憂民之心、
愛國愛民之情，不斷奉獻祖國、奉獻人
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輩子的頑強奮
鬥來體現愛國主義情懷，讓愛國主義的偉
大旗幟始終在心中高高飄揚！」
2015年12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

持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體
學習時強調：「要結合弘揚和踐行社會主
義核心價值觀，在廣大青少年中開展深
入、持久、生動的愛國主義宣傳教育，讓
愛國主義精神在廣大青少年心中牢牢扎
根，讓廣大青少年培養愛國之情、砥礪強
國之志、實踐報國之行，讓愛國主義精神
代代相傳、發揚光大。」
2018年5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
大學師生座談會上強調：「我們是中華兒
女，要了解中華民族歷史，秉承中華文化
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要時
時想到國家，處處想到人民，做到『利於
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愛國，不能
停留在口號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
國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運緊
密聯繫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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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者，本也。」道德之於個人、之於
社會，都具有基礎性意義，做人做事第一
位的是崇德修身。
「青年是引風氣之先的社會力量。一個

民族的文明素養很大程度上體現在青年一
代的道德水準和精神風貌上。」習近平總
書記指出。
2013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各
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時強調：「廣大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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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樹立
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帶頭倡導良
好社會風氣。」
2014年2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
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
時強調：「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觀必須從小抓起、從學校抓起。要把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和要求滲透到
學校教育教學之中，體現在學校日常管理
之中，做到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
「我為什麼要對青年講講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這個問題？是因為青年的價值取向
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而青年
又處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時期，抓好這
一時期的價值觀養成十分重要。」2014年

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
談會上指出：「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
樣，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錯了，剩餘的扣子
都會扣錯。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
好。『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
之深。』青年要從現在做起、從自己做
起，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自己的基
本遵循，並身體力行大力將其推廣到全社
會去。」
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一種德，既是個

人的德，也是一種大德，就是國家的德、
社會的德。
2016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知識
分子、勞動模範、青年代表座談會上強
調：「廣大青年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不斷養成高尚品格。要以國家富
強、人民幸福為己任，胸懷理想、志存高
遠，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並
為之終生奮鬥。要加強思想道德修養，自
覺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自覺遵
守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要堅
持艱苦奮鬥，不貪圖安逸，不懼怕困難，
不怨天尤人，依靠勤勞和汗水開闢人生和
事業前程。」
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要立志

報效祖國、服務人民，這是大德，養大德
者方可成大業。同時，還得從做好小事、
管好小節開始起步，『見善則遷，有過則
改』，踏踏實實修好公德、私德，學會勞
動、學會勤儉，學會感恩、學會助人，學
會謙讓、學會寬容，學會自省、學會自
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2017年5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
政法大學考察時強調：「青年在成長和奮
鬥中，會收穫成功和喜悅，也會面臨困難
和壓力。要正確對待一時的成敗得失，處
優而不養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順境逆境
都成為人生的財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廣
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塊玉，要時常用真善美
來雕琢自己，不斷培養高潔的操行和純樸
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為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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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
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指出。
總書記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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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黨和國家，感
恩社會和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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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理論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

務的關鍵課程。青少年階段是人生的「拔
節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導和栽培。
「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學生，引

導他們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是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使命所在。我們強調學校教
育、育人為本，德智體美、德育為先，就
是說高校要成為鍛造優秀青年的大熔
爐。」2016年1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
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
2019年3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
開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時強
調：「我們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就
是要理直氣壯開好思政課，用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鑄魂育人，引導學生增
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愛國主義
情懷，把愛國情、強國志、報國行自覺融
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
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奮鬥之中。」
2020年9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岳
麓書院考察調研，同正在開展思政課現場教
學的師生們親切交流。總書記強調：「要把
課堂教學和實踐教學有機結合起來，充分運
用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緊密聯繫中國共產
黨和中國人民的奮鬥歷程，深刻領悟馬克思
主義中國化的內在道理，深刻領悟為什麼歷
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進
一步堅定『四個自信』。」

廣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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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覺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播發人民日報5月4日署名文章，題為

《讓青春在奉獻中煥發絢麗光彩——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青年工作重

要論述綜述》，全文轉載如下：

「「廣廣大青年要肩負歷史使命大青年要肩負歷史使命，，堅定前堅定前
進信心進信心，，立大志立大志、、明大德明大德、、成大成大

才才、、擔大任擔大任，，努力成為堪當民族復興重任努力成為堪當民族復興重任
的時代新人的時代新人，，讓青春在為祖國讓青春在為祖國、、為民族為民族、、
為人民為人民、、為人類的不懈奮鬥中綻放絢麗之為人類的不懈奮鬥中綻放絢麗之
花花。」。」今年今年44月月1919日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清習近平總書記在清
華大學考察時強調華大學考察時強調。。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站在確保黨和人民事業薪火心的黨中央站在確保黨和人民事業薪火
相傳的戰略高度相傳的戰略高度，，親切關懷青年成長成親切關懷青年成長成
才才，，為做好新時代青年工作指明了前進為做好新時代青年工作指明了前進
方向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圍繞青年工作發表習近平總書記圍繞青年工作發表

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立意高遠立意高遠，，內涵豐內涵豐
富富，，思想深刻思想深刻，，闡明了新形勢下青年工闡明了新形勢下青年工
作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指明了當代指明了當代
青年的歷史使命和成長道路青年的歷史使命和成長道路，，對於準確對於準確
把握青年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重點任務把握青年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重點任務，，
引導青年樹立遠大理想引導青年樹立遠大理想、、熱愛偉大祖熱愛偉大祖
國國、、擔當時代責任擔當時代責任、、勇於砥礪奮鬥勇於砥礪奮鬥、、練練
就過硬本領就過硬本領、、錘錘煉煉品德修為品德修為，，激勵和動激勵和動
員廣大青年為實現員廣大青年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兩個一百年」」奮鬥奮鬥
目標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而勤奮學習而勤奮學習、、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具有十分重要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義的意義。。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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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上月1919日日，，習近平到清華大習近平到清華大
學考察學考察。。圖為習近平同清華師圖為習近平同清華師
生們揮手致意生們揮手致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學習中增長知識、錘煉品格，在工作中增長才
幹、練就本領，以真才實學服務人民，以創新創造
貢獻國家

各級黨委要從鞏固和擴大黨執政的青年群眾基礎
的戰略高度，加強對團的工作的領導

A7、A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