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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想而奋斗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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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
2018 年 7 月 2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
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团
的干部队伍建设要严，政治上、
思想上、能力上、担当上、作风
上、自律上要强，做到对党忠
诚，敢于挑急难险重的担子，敢
于到条件艰苦、环境复杂的岗
位锻炼，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
印干。”

各级党委要从巩
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
年群众基础的战略高
度，加强对团的工作的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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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
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
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
年，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
望。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青年
看作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从来都把青年作为党和人
民事业发展的生力军，从来都
支持青年在人民的伟大奋斗中
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2013年
5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
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

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
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为青年
驰骋思想打开更浩瀚的天空，
为青年实践创新搭建更广阔的
舞台，为青年塑造人生提供更
丰富的机会，为青年建功立业创造更有利的
条件。各级领导干部要关注青年愿望、帮助
青年发展、支持青年创业，做青年朋友的知
心人，做青年工作的热心人。”

2013年 6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
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

“各级党委要从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
众基础的战略高度，加强对团的工作的领
导，为团组织提供良好工作环境和条件。各
级党委要热情关心、严格要求团干部，帮助
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做
他们建功成才路途上的良师益友。”

2014年 5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高度重视高校工作，始终关心和爱护学生
成长，为他们放飞青春梦想、实现人生出彩
搭建舞台。要全面深化改革，营造公平公正
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流动，不断激发广大
青年的活力和创造力。要强化就业创业服
务体系建设，支持帮助学生们迈好走向社会
的第一步。各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学生们
中去、同他们交朋友，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
议。”

2015年 7月 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党委必须
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切实加强和改进
对党的群团工作的领导。要坚持党委统一
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党员干
部带头示范、群团履职尽责的工作格局。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为群团组织开展工作创造
有利条件。要深入把握党的群团工作规律，
完善党委领导群团组织的制度，提高党的群
团工作科学化水平。”

2016年 4月 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
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
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积极引导青年，为广
大青年成长成才、创新创造、建功立业做好
服务保障工作。”

“全党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
年，倾听青年心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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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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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
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各级党委要关注关心青少年成长，为他们
成长成才、施展才华创造良好条件。各级党
委要拿出极大精力抓青年工作、抓共青团工
作，切实尽到领导责任。”

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
“共青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
发展道路，不断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
群众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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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履行引领凝聚青年、
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的职责，不断创
新工作思路，增强对青年的凝聚力、组织力、
号召力，团结带领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不断开拓创
新、奋发有为。”2019年 4月 30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属
于青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广大
青年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
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一定能够担当起党
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在实现中国梦的生
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
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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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共青团河南省委共同推

出《初心——庆祝建党100周年特别报道》之“精神高地青年说”

系列活动，组织青年团员、党员寻访精神高地，探索精神之源。

那钟声悠扬的二七塔，那悬崖峭壁上的红旗渠；那大别山深

处，不顾枪林弹雨的战斗英雄；那黄河岸边，为民鞠躬尽瘁的党

员干部……在新时代青年人眼中，二七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

精神、焦裕禄精神和愚公移山精神的时代内涵是什么？他们又

从中原红色精神谱系中汲取到了什么力量？请听他们说。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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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砚庆 实习生 胡瑞 钱程

青年党员们坚定的步伐，共青团员们青春的身影，少
先队员们稚嫩的声音，汇聚在焦裕禄纪念园里，这是怎样
一股强大的力量？

4月 25日“精神高地青年说”活动在此进行。参加活
动的兰考青少年一起重温焦裕禄精神，聆听红色故事，赓
续红色血脉。

当天的纪念园里，人流络绎不绝。“我是一名乡镇团委
书记，从小生活在兰考的我认为焦裕禄精神永不过时。”看
着一拨拨赶来拜谒焦陵的人，兰考县堌阳镇团委书记张文
强深有感触。

1962年 12月 6日，焦裕禄来到兰考任县委书记。当
群众知道兰考来了新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 3天了。他
提出了“三同”的做法：同吃、同住、同劳动。

每当漫天大风的时候，就是焦裕禄查看风口风向的时
候；每当雨下得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外出查探水源、流
向的时候。和农民一样，他用手指蘸土尝盐碱的浓度，走
访探求治理盐碱地的办法。

兰考县高级技工学校青年教师程璐瑶边听边看，深受
感动：“作为青年讲师宣讲团的一员，作为一名兰考人，守
着焦裕禄这一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补足精神之钙，
践行焦裕禄精神，赓续精神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到任3个月的时间里，焦裕禄不顾重病缠身，跑了120
多个大队，终于掌握了“三害”的第一手资料。随之，就在
全县范围内通过翻淤压沙、植树造林、修筑台田、打井开
渠、疏浚河道等有效措施，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掀起了
治理“三害”的高潮。

“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党员，我们应该把焦裕禄精神
转化为工作的强大动力，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高
昂的斗志、更加顽强的作风，让焦裕禄精神永放光芒。”参
观结束后，兰考三农职业学院青年教师曹园园坚定地说。

“我要以焦爷爷为榜样，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学习，传
承好焦裕禄精神，长大后为祖国作贡献。”兰考县兰阳街道
办事处第二小学四（2）中队少先队员范书慧同学说。

声音虽小，却传递出大家共同的心声。③9

□本报记者 周晓荷

“京汉铁路工人将心中涌动的思
潮和对国家民族的大爱借一场工人运
动倾泻而出，留给了后人的二七精神
历久弥新。我们生逢盛世，岂能辜负
韶华？”

站在二七塔旁，望着繁华街景，遥
想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郑州轻工业
大学学生代恒思绪难平。一回到学
校，她就在日记本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4月20日上午，“精神高地青年说”
系列活动首站来到红色景点二七纪念
塔，共青团员、党员们从悲壮的工人运
动中汲取成长营养，积蓄奋进力量。

青年们说，要有“用青春之我，创
造青春之中国”的志气。“我印象最深
刻的就是工人罢工现场的照片。”学生
吕文嘉说：“英雄先烈用生命追求理
想，唤起大众觉醒，留下了浩然正气。”
吕文嘉认为，为理想而奋斗是幸福的，
而当代青年人的理想，就是拿好接力

棒，担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青年们说，要有“常思奋不顾身，

而殉国家之急”的底气。“虽然现世和
平，我们也不能松懈，要有随时随地为
国奋战的各种准备。”学生代恒说，我
们要学好知识，敢于探索，用刻苦钻研
和聪明才智为祖国作贡献。

青年们说，要有“黄沙百战穿金
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勇气。“我们在
成长道路上，难免遇到挫折，偶尔也会
畏难。”学生王子雨坦言，深入了解二
七大罢工的经过后，我更能体会青年
人要迎难而上，奋发图强。

青年们还说，要甘于奉献、乐于奉
献。学生杨孟桦说：“在我的身边，有
很多甘于奉献者，比如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几百位同学投身抗疫一线，担任
志愿者，捐资捐物献血……我作为班
长，要把二七精神融入日常生活，恪尽
职守、尽职尽责。”

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我们
在活动结束后，广泛开展了相关主题团
日活动，将二七精神发扬光大，勉励更
多青年学子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
大任，通过实学实干，让个人理想与国
家命运同向而行，让青春在奋斗中绽放
出最美芳华。”郑州轻工业大学国际教
育学院团委书记焦云娜说。③7

□本报记者 樊霞 成利军

在长（垣）济（源）高速靠近王屋山的途中，一座十余米
高的铁镐巨塑矗立在绿化带中，格外引人注目；踏入济源
王屋镇愚公村，一座高大的愚公移山群雕以天地为边框、
山水为底色，令人震撼；走进王屋山下的愚公移山干部学
院，毛泽东同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和“埋头苦干”的亲
笔题词再现，更激起人们对愚公移山精神内涵的沉思……

4月 30日，从济源市区出发，来自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的青年学子们，一路上不时感受着愚公移山精神历久弥坚
的时代力量。

青年学子费昱皓说：“愚公移山精神既是一种积极向上
的奋斗精神，也是一种锲而不舍的坚韧态度。作为一名大学
生，我会把愚公移山精神化为推动向前奋进的内在动力。”

吴振东和马梦玉有着相同的认识：愚公深知移山困难
巨大，但为达目的，一代又一代不懈努力着。“移走大山”是
他的理想，“相信移山能够成功”是他的信念，正是有了正
确的理想和信念，才会努力奋斗。认识到这一点，就给我
们成长成才更多的启迪。

1945年，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主席以《愚公移
山》为题致闭幕词，从而使愚公移山由寓言故事升华为民
族精神。“中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精神为动力，克服无数困
难，在各行各业创造了许多丰功伟绩，青藏铁路、三峡工
程、中国航母、中国深潜等中国技术，无一不是愚公移山精
神的最佳注脚。”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护理系学生会主
席孙倩倩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引用愚
公移山的故事，为这一古老的寓言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原济南军区调研时，鼓励大家要

“以愚公移山精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攻坚克
难”。对此，济源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深受
鼓舞，纷纷表示：“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
善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发展。生逢盛世
中国，我们必将坚定实现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宏伟目标，苦干实干，锲而不舍，贡
献出我们全部的火热青春。”③7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生谈 二七精神

放飞青春梦 奋斗正当时

兰考青少年谈 焦裕禄精神

日月换新天
血脉代代传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聆听了一个个感人故事，我被红
旗渠精神所震撼。如今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我们应该砥砺初心使命，汲取
奋进力量，将红旗渠精神融入今后的学
习和生活中，努力拼搏，立志成才，做新
时代合格青年团员。”4月30日，安阳市
龙安区第二初级中学（以下简称“龙安
二中”）的李佳颖同学谈起一周前参观

红旗渠纪念馆，仍激动不已。
4月 23日上午，李佳颖与 40名同

学一起到红旗渠纪念馆参观学习，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青年团员。

红旗渠纪念馆展出的 400多幅当
年修渠的照片、2000多件珍贵实物，深
深吸引着这批“00后”青年学子。

作为党的后备军，青年团员肩负着
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这里的每一张老
照片都让我深受感动。”八年级青年团
员申景怡说，透过这些黑白照片，仿佛
看到了当年修渠的艰难过程，自己将时
刻铭记先辈事迹，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放飞青春梦想。

当年的林州，土地贫瘠低产，人民
生活困顿，修渠大军只有一个信念：劈
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

“一渠绕群山，精神动天下。”八年
级青年团员赵浩宇感慨道，生逢新时
代，享盛世太平，可能不需要我们再动
手挖渠，但作为新时代新青年，理应肩
负起时代重任，努力使自己成为建设祖
国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材。

此次活动的带队老师李威威，是个
土生土长的林州姑娘。她说，自己从父
辈的讲述中熟知了很多家乡修渠人的
感人故事，从孩童时代便耳濡目染，已
经入脑入心。“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将
和学生们一起做红旗渠精神的宣传者、
实践者和传承者，努力肩负起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李威威语
气坚定地说。

红旗渠畔，“00后”的青春之音久
久回响……③9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杨晶晶

4月 27日，风和日丽，鄂豫皖革命
纪念馆庄严肃穆。

共青团信阳市委、信阳市市直机
关、学校的青年团员、青年党员，来到这
里，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重温入团誓
词和入党誓词。

大别山干部学院团委书记张娴深情
讲述了大别山 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故
事，青年团员们凝神静气，听得入了迷。

“这次活动让我认识到，历史是最
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
们一定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合格接班人和建设者。”信阳师范
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王博说。

信阳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学生时瑞
泽是退伍士兵大学生。听完红二十五
军故事，他眼含热泪说：“作为一名退伍
士兵大学生，我将把爱国、爱党的信念，
贯穿到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大别山精神深深震撼着我，作为
一名少先队辅导员，我会充分发挥大别

山红色教育资源，带动少年儿童从党史
中学出情感、学出认同、学出向往，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红色基因、革命
薪火代代传承。”信阳市第三小学大队
辅导员李英说。

信阳市浉河区人社局派驻东双河镇何
塆村第一团支部张益铭说：“很幸运出生在
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学习党史没有终点、
永在路上，我将立足本职、勇于开拓，在进
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将乡村
振兴作为当下工作的发力点和落脚点。”

信阳农林学院财经学院学生程琳
涵话语格外质朴：“参加此次‘精神高地
青年说’，我感到非常荣幸。作为青年
学生，了解党的光辉历史、感悟党的初
心使命，我将更加自觉做到‘学党史、强
信念、跟党走’，用实际行动为党的百年
华诞献礼。”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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