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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这是一个致青春、致未来的日子，
也是平视世界的青年一代青春远航、激情奋斗的新起点。
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对平视世界
的中国青年深情嘱托：“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
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期盼广大青年

“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
重任的时代新人”，为青年人奋斗前行点亮航标。

平视世界的青年一代，是自信从容的一代。他们的底

气，源自祖国的强大。有媒体提问：哪些时刻你感到中国
青年可以“平视世界”了？年轻人用一张在网络刷屏的对
比图作答：一张是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现场，一张是2021
年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同样是辛丑年，穿越两个甲子，从
任人宰割到平视世界，时移世易，换了人间。亲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当代青年，正昂首阔步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

青年群体中蕴藏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能量。回望
百年沧桑，一代代有志青年前赴后继，为民族振兴、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接续奋斗。 （下转3版）

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人民日报记者 汪晓东 王洲

“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
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
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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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9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站在确保党和人民事业薪火相传的
战略高度，亲切关怀青年成长成才，为做好新
时代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
记围绕青年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
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阐明了新形势
下青年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明了
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和成长道路，对于准确
把握青年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引导
青年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
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
德修为，激励和动员广大青年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
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
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
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
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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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
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这是‘长江
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也是‘一代更比一
代强’的青春责任。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起
时代赋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
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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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之河川流不
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
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
史。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
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

“我相信，当代中国青年一定能够担当起
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在激扬青春、开拓
人生、奉献社会的进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
壮丽篇章！”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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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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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朝气蓬勃，
是全社会最富有活力、最具有创造性的群
体。党和人民对广大青年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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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广大青年要深刻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坚
定不移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勇做走在时代前
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让青春在为祖
国、为人民、为民族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
彩！”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青年一代责任在肩。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
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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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8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
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
青年。”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今天，新
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
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
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新
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
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
代。”

2020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
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七大的
贺信中说：“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
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

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
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今年3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闽江学
院考察调研时强调：“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
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
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努力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道德高尚的人，积极
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
事业。”

今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
学考察时指出：“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
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
任。广大青年要爱国爱民，从党史学习中激
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不断坚定‘四个
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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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锤炼品德，自觉树立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
启智润心，加强道德修养，明辨是非曲直，增
强自我定力，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
更有品位的人生。要勇于创新，深刻理解把
握时代潮流和国家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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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学实干，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孜孜
不倦、如饥似渴，在攀登知识高峰中追求卓
越，在肩负时代重任时行胜于言，在真刀真枪
的实干中成就一番事业。”

（下转2版）

让青春在奉献中焕发绚丽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综述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4月30日，重庆高新区香炉山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这也是重庆高新区首个投
入运营的养老服务中心。

据介绍，破解大城市养老难题的核心是解决社区养老设
施供给不足的问题。为此，我市出台了《重庆市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全覆盖实施方案》，按照“一街一中心、一社一站点”的原
则，在街道层面建设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在社区层面建设社区
养老服务站。

此次投入运营的香炉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采取民办公助
的方式，由重庆同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建设，总面积3380平
方米，床位共110张，总投资约400万元。

走进养老服务中心，重庆日报记者看到，一楼大厅宽敞
明亮，设有阅览区、书画区、茶生活空间等，其中在阅览区，
一群老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做手指操。在四楼的生活
区，老人的房间分为双人间、三人间、多人间等不同类型，房
间内干净整洁，有的老人躺卧在床上，护工正在精心照料，
房间外的公共区域也有护工在为老人进行手部和腿部的康
复训练。此外，四楼大厅还专门设置了护士站，为老人提供
医疗服务。

“我们采取医养结合的方式为老人提供服务，心理慰藉、
压疮护理、安宁护理、临终关怀等，都是我们的特色服务。”香
炉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院长冯爽介绍，不仅是中心的护理人
员，自今年1月1日试运行以来，还有重庆大学、重庆医科大
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大学生前来开展志愿服务。

（下转3版）

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养老服务

重庆高新区首个养老服务中心揭牌运营

毛泽东对党在国统区的
工 作 方 针 作 出 指 示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1940年5月4日

1940年5月4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
南局的指示信《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
进攻》，强调党在国统区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
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党的机关应极端秘
密。这是抗战中期以后，中央对国统区基本工作方针
的一次最全面的指示，成为党在国统区工作的指南。
南方局创造性贯彻这一方针，结合国统区实际提出了

“勤学、勤业、勤交友，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合法
化）”的“三勤”“三化”工作方法，开辟了党在国
统区工作的新局面。

□本报记者 陈钧

“一直想买智能家居
产品，在网上买担心不合
心意，线下买拿回去又挺

重的，这种线下体验+物流到家的模式很适合我。”5月3日上
午，家住巴南区的王先生特意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位于两江新
区的京东超级体验店，“上午体验下单后，下午或者明天上午
就可以送到家了，十分方便。”王先生说。

据京东超级体验店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假期，智能家居
销售火爆，如海尔智家智能冰洗新品、苏泊尔小c智能料理
机、索尼新一代oled都受市民青睐。仅5月1日，该店就接待
消费者超过2万人次，当日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50%。

重庆金渝苏宁易购广场、礼嘉天街的山姆会员商店等均
提供类似服务，线下体验+物流到家的配送模式已在我市遍
地开花。

直播卖车，也成为了最新的行业趋势。
据博拉网络负责人介绍，这个“五一”期间，诸多长安汽车

经销商在网上销售。“大部分有意向购车的用户，都会提前去
网络搜索信息，如今车友们越来越愿意通过短视频和直播了
解汽车的测评、评车人的评价等。”该负责人表示，“直播卖车”
越来越火爆。

位于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的“一带一路”商品展示中心，则
带给市民“足不出户购全球”的高品质购物体验。目前，超过
30个国家馆进驻该中心，提供来自俄罗斯等国家的5万种商
品，是重庆市民购买跨境商品的重要平台。

该中心所在的寸滩国际新城正全力打造时尚消费区，天
猫、网易、唯品会等跨境电商巨头纷纷入驻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市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实现
99.84亿元，同比增长35%，连续6个季度保持两位数以上增
幅。数字经济与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新型消费体验不断提升、
科技成果改变生活，在重庆，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正迸发出
源源不断的新活力。而这个“五一”假期，市民享受高品质生
活的场景处处可见，重庆新型消费已按下“快进键”。

“五一”假期随处可见高品质生活场景

重 庆 新 型 消 费 按 下“ 快 进 键 ”

5月3日，在黔江区神龟峡景区，市民族歌舞团青
年演员和游客一起跳土家族摆手舞。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助力文旅 4月29日，沙坪坝区红岩魂广场，重庆市青少年“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五四主题党团队日活
动举行。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传承精神

本报讯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广大青年朋友的节
日。如今的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今的
新青年同样面对着时代风云、家国重任、个人道路的选
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担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青年一代放飞青春梦想，书写人生华章。

在五四青年节前，我们走近了一批重庆青年，他
们中有节日坚守一线的森林巡防员，有助力文旅发
展的青年演员，有无私奉献的白衣天使，有热心公
益的志愿者，有抢抓工期的一线工人……他们把个
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过程中，在巴
山渝水间接续奋斗，用实际行动奏响新时代的青春
之歌。

放飞青春梦想 书写人生华章

5月3日，綦江古剑山风景区森林防火检
查站，青年巡防员正登记进入景区车辆。

特约摄影 陈星宇/视觉重庆
守护森林

5月3日凌晨，重庆迎来暴雨，在垫江
县脱硫厂，90后现场操作工正在作业区检
查安全。 特约摄影 向晓秋/视觉重庆

保障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