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95年前的五月，热血沸腾的青年们在民族危亡的

时刻掀开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此一批批青年人站

在时代前列，与民族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尽显英雄

本色。无论是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激情燃烧的

和平岁月，一批又一批青年英雄挺立时代潮头，急流

勇进，英姿勃发，青春飞扬，成为一个个永不褪色的青

春偶像。

“河南的地势很高很高，那是因为我们这块土地

盛产英雄；河南的地气很厚很厚，那是因为我们这块

土地盛产正义。”在我们河南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涌现

出许多永不褪色的青年英雄；在河南这块精神的高地

上，青年英雄们在这里演绎出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时代

凯歌。

今天，远离了战争的硝烟，没有了生死的考验，但

青年永远站在时代的潮头：“活雷锋”雷军伟、“拼命三

郎”武文斌、“抢险尖兵”李隆、“侠之大者”魏青钢、“最

美老师”李灵、“最美飞行员”李剑英、“最美警察”李博

亚、“最美海警”张旭、“最美大学生”李翠、“最美校长”

张伟……他们像焦桐一样，成为时代的丰碑；他们像

嵩山一样，矗立起崇高的灵魂。

95 年，流失的是光阴，不变的是精神。河南青年

英雄们经过岁月的洗礼，愈加清晰，愈加高大，愈加令

人抬头仰视。

永 不 褪 色 的 青 春 偶 像

这么多的河南青年之所以会这么做，源于
共通的人性力量、道德力量、文化力量的支撑，
也是河南人淳朴善良、侠肝义胆等品行的具体
体现。河南除了有这些见义勇为的英雄群体，

也有许多不是“英雄”的平凡河南人，在日常生
活和平凡小事上，显示出了自己的英雄本色。
对于他们来说，力所能及帮人点忙，买个瓜、吃
碗面也是英雄义举。

河南历史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缩影，女
娲补天、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歌颂英
雄的神话传说，都产生流传在河南；花木兰、包
拯、岳飞、杨靖宇、彭雪枫等为民族大义而奋勇直
前的英勇故事在中原大地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和形成的英雄主义精神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原儿女。青年英雄们用
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波澜壮阔的英
雄赞歌，充分体现了河南人民勤劳勇敢、见义勇
为、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和高尚的思想境界。这
是在厚重的中原文化熏陶下淳朴民风的体现，是
当代河南青年对中原英雄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在中原文化的浸润下，中原人民具备了
坚韧不拔、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进取精神，
忠贞、礼让、仁爱的交往态度，勤劳善良、朴实
内敛、乐于助人的群体性格。河南英雄群体
的出现，就是中原群体性格在青年一代身上

的强力脉动，是中华美德在青年一代血脉中
的传承。中原沃土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与
伟大的时代精神相融合，也必将为河南实现
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巨大的精
神动力。

英雄们的英勇行动，是不假思索的、自
然而然的，是来自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亦即我与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有了我
与万物一体相通的精神境界，英雄们就很自
然地有“民吾同胞”的胸襟，而视他人之生命

为我之生命。我把这种“万有相通”、“我与
万 物 为 一 体 ”的 精 神 境 界 叫 做“ 最 美 的 境
界”，所以，我想称这些英雄们为“最美的青
年”或“最美的人”，而不仅仅是“最有道德的
人”。

英雄人物的典型性就在于，在他们身上,仁义、善
良、同情、英勇、质朴等人类基本的人格力量和公平、
正义、自由、民主等基本价值追求得到最为坚定、集中
和纯粹的表现。在普通人身上，这些人格内涵和价值
追求虽较为分散和不稳定，但通过教育的强化、舆论
的引导、个人修养的磨练和情景的激发，就会变成集
中、恒定的品质和思想境界，这正是我们进行学习和
交流的意义所在。英雄不远、不高，在普通人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

平静不失热血，大梦贵于有爱。也许这个时代并
不拒绝物质的追求，但我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能够
多做一点扶贫救济、扶弱助残、见义勇为的小事好事，
这个社会就会是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家园。平常不
失责任，美梦贵在脚下。当美梦和责任相牵，梦想就
实在地生长。也许这个时代要不断地调动青年内在
的主体性，但同时也不能忽视这种外在连接的构建。
有自己，更有国家、有社会、有他人，圆梦呼唤肯付出、
有担当的有责青年。

买个瓜、吃碗面也是英雄义举
著名作家、评论家 刘震云

青年英雄群体是优秀河南精神的积淀
南阳市文联副主席、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二月河

最美青年的精神境界
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张世英

悠久的历史文化造就河南青年英雄群体
知名文化学者、著名书法家 张志和

英雄壮举离不开文化积淀
中国文化报理论部副主任 杨晓华

呼唤平凡伟人
呼唤群众英雄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共青团工作理论研究所所长 吴庆

看了河南青年英雄群体的事迹，非常感动，深深
感到青年是可爱的一代，大有希望的一代。

青年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活动
中，形成了勤奋、简朴、正义、和谐的青年价值观。青
年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健康成长
的关键。

青年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
郑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秦树理

青 春 之 歌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之四

本报记者 冯 芸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
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

放眼中原大地，团组织正在凝聚和引
领广大青年在时代的大潮中施展才华、建
功立业，鸣奏青春之音，唱响青春之歌。

壮美之歌——
点亮社会“发光体”

这是一首首壮美的青春之歌。
2014 年 3 月，正处青春好年华的大二

学生李翠被检查出患肾癌，并且癌细胞已
经扩散到双肺。一个月后，她永远离开了
这个世界。

生前，李翠签了遗体捐献书，她的角
膜为两名眼疾患者带来光明，遗体将为医
疗卫生事业做出贡献。

李翠的故事，感动了众多网友。
@河南青年报新浪官方微博有关李

翠抗癌、捐献眼角膜的消息，被众多网友
转发、点赞，还有多位网友留言。

有人说：“翠翠活出了生命的宽度。”
有人说：“致敬！为这个伟大的女孩

点赞。”

这是一个 21 岁女孩用爱和奉献谱写
的青春之歌。

如果说焦裕禄、史来贺，这些革命建
设时期挺立的英雄，为河南精神绘就了
信仰的底色，那么追随他们脚步的青春
面孔，正继续泼墨描绘着这幅气势恢弘
的精神画卷，构筑起新时期河南精神的
大厦。

郸城县教师张伟，20 年如一日，坚守
农村教育工作一线，最后累倒在工作岗位
上；

扶沟县打工者娄风涛，为救 2 名工友
全身被重度烧伤 90%以上；

南阳籍大学生赵传宇，长江勇救落水
老人英雄事迹感动荆楚；

濮阳籍青年孙开阁天津勇救落水青
年，献出了年仅 19 岁的生命；

信阳青年赵承利在广东清远为救 2
名落水儿童光荣牺牲；

……
2009 年以来，仅受到县级以上表彰

的见义勇为青年英雄就达到 173 位。为
大力弘扬青年英雄见义勇为精神，河南省
各级团组织开展了“青年英雄帮扶行动”，
组建了 136 支志愿服务队与需要帮扶的

青年英雄及其家庭成员建立“一对一”帮
扶对子。目前，青年英雄帮扶工作已累计
开展志愿服务 1.5 万余次，提供超过 13.8
万小时的志愿服务。

团省委副书记王艺表示：点亮青春典
型，就是要使青年典型做社会正能量的

“发光体”，以一个人影响一片人，让一片
人带动一群人，把社会对他们的关爱传递
出去、散播开来，引领更多青年为中原崛
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奉献青春智慧和
力量。

青春交响——
唱响“中国好声音”

这是一支支催人奋进的青春交响乐。
嘹亮的“河南青年好声音”，在中原大

地回荡。
“文新梦、中国梦。只有把文新梦实

现了，才能助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梦，
才能实现中国梦。”在团河南省委组织的

“我的中国梦”青春励志讲堂上，中国十大
杰出青年农民刘文新谈出自己对“中国
梦”的理解，赢得了郑州大学学子们的阵

阵掌声。
在许多基层团干部眼里，“我的中国

梦”青春励志讲堂给基层共青团工作带
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一个个庞大的青
年群体因为这个公益项目，凝聚在了团
组织的周围，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理想
信念。

以此为发端，河南共青团组织有针对
性地提出了在全省青少年中开展“三传四
讲”活动：传播红色基因、传承优良传统、
传递理想信念；讲道德去庸俗、讲文明去
陋习、讲奉献去攀比、讲奋进去浮躁。

“与信仰对话”作为共青团在大学生中
开展的思想引领品牌活动，自去年 4 月启
动以来，10 万多名学生参与其中；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扎实推
进，共举办党史交流、报告、座谈会 1000
余场，覆盖青少年达 50 多万人；

“与人生对话”、“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等活动陆续推出，受到了广大学生的热烈
欢迎；

……
在巩固正面宣传教育的基础上，积极

开展网络舆论斗争，打造“河南青年好声
音”品牌，及时发出正面、理性声音，壮大

网上主流思想舆论。河南各级团组织开
通的官方微博共计 35123 个，覆盖青年
220 多万人。

时代强音——
共圆时代“青春梦”

“对鸟儿来说，翅膀就是生命。没了
翅膀，我们怎么飞翔？是假期见习实践和
创业励志讲堂，为我们的就业创业插上了
腾飞的‘翅膀’。”

在见习话归来座谈交流会上，河南农
业大学 2010 级食品检验系的李贺佳，这
样讲述自己在洛阳市质监局见习近两个
月来的感受。

不仅是李贺佳感到收获颇丰，参与河
南大学生假期见习万岗行动的学生们纷
纷表示获益匪浅。

去年以来，河南共青团组织动员机关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为大学生
提供假期见习岗位 15672 个；先后举办青
年创业励志讲堂 112 场，覆盖青年学生
4.5 万多人，网络辐射青年 10 多万人；启
动了河南省青年岗位技能提升三年行

动。这是河南共青团组织系统化推进服
务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重要一环。

“四个河南”建设为河南发展绘就了
美好前景，也为青年发展提供了广阔舞
台。

团省委副书记李建涛说，只有把共青
团工作置于变革的时代坐标中，才能真正
把握转型期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特点和
规律，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使团组织真
正成为广大青年遇到困难时想得起、找得
到、靠得住的力量。

针对青年“微需求”开展“微服务”，共
青团持续向广大青年传递党团组织的关
爱和温暖：

通过深入开展青年“充电宝”素质提
升计划、青年岗位技能提升三年行动、导
师带徒等活动，不断提高在岗青年工人的
技术水平；

通过实施“河南青年助业贷款工程”、
“农村青年创业小额贷款计划”，为广大青
年实现创业梦提供了有力支持；

通过开展青年相亲文化节、共青团关
爱行动等品牌活动，为广大青年的婚恋交
友、自身发展、社会融入、权益维护等搭建
平台，服务青年健康成长；

……
一批由团省委设计和提炼的青春品

牌，已经成为河南的名片：“千里送关爱，
殷殷故乡情”、“咱们一起回家过年”、“三
助三送”活动 、“同吃家乡饭，中秋叙乡
情”、“豫籍在外务工创业有为青年评选表
彰”……

如今，河南青年，奏响了属于这个时
代的青春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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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品毅，革命先行者，河南第一个团支部书记

●吴祖贻，党的信仰传播者，河南青年救亡协会负责人

●林亮，河南青年抗日先驱，光明话剧团团长

●胡光弼，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革新青年能手

●任羊成，红旗渠精神的典型代表，青年突击队队长

●焦裕禄，团干部的时代楷模，兰考县委书记

●陆美丽，立足岗位创新创造的优秀团员，一线纺织女工

●张喜安，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奥运会游泳冠军，安阳

青年

●徐洪刚，保卫群众不怕牺牲的全国见义勇为青年英雄

●任长霞，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业绩的青年英

雄模范

●张旭，照亮当代青年心灵之路的“最美海警”

●张伟，用生命坚守青春价值的“最美校长”，河南青年五

四奖章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