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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来源：新浪网 http://zhibo.sina.com.cn/news/28016 

 

共青团员们，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100年前，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

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 

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

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总结党和人民探索实现

民族复兴道路的宝贵经验，这对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

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

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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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

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

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

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五四运动时，面对

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全国民众奋起抗

争，誓言“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

国主义壮歌。 

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

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

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

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

伟大觉醒。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

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

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

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

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

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

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

了崭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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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刻表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有

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真

理、追求进步的潮流从此就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五四运动以来的 100 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

凯歌前行的 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

春之民族的 100年。 

100年来，中国青年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积极投

身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为人民战斗、为祖国献

身、为幸福生活奋斗，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谱写了

一曲又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青年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中国青

年是有深厚家国情怀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伟大创造力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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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人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

光明前景！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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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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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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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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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青年的理想信念关

乎国家未来。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青年志存高远，就能激发奋进潜力，青春

岁月就不会像无舵之舟漂泊不定。正所谓“立志而圣则圣矣，立

志而贤则贤矣”。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

但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

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离开了祖国需要、人民利益，任何孤芳自赏都会陷入越走越窄的

狭小天地。 

新时代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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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民群众

中去，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让

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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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大祖国。孙中山先生说，做

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一个人不爱国，甚至

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

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

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

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

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

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

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始

终在心中高高飘扬！ 

第三，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担当时代责任。时代呼唤担当，民

族振兴是青年的责任。鲁迅先生说，青年“所多的是生力，遇见

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

可以开掘井泉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应对

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迫切

需要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只要青年都勇挑重担、勇

克难关、勇斗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充满活力、充满后劲、

充满希望。青年要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

勇毅，勇立时代潮头，争做时代先锋。一切视探索尝试为畏途、

一切把负重前行当吃亏、一切“躲进小楼成一统”逃避责任的思

想和行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成不了事的，也是难以真正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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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快乐的。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珍惜这个时代、担负时代使命，在担当中

历练，在尽责中成长，让青春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中绽

放，让人生在实现中国梦的奋进追逐中展现出勇敢奔跑的英姿，

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于砥砺奋斗。奋斗是青春最亮丽

的底色。“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民族复兴的使命

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没有广大人

民特别是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接续奋斗，就没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更不会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明天。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但没有任何一次苦难能

够打垮我们，最后都推动了我们民族精神、意志、力量的一次次

升华。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少，

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好传统一点都不能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新征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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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奋斗不只是响

亮的口号，而是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

一项职责中见精神。奋斗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往往荆棘丛生、

充满坎坷。强者，总是从挫折中不断奋起、永不气馁。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

献者，毫不畏惧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

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用青春和汗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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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第五，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练就过硬本领。青年是苦练本领、

增长才干的黄金时期。“青春虚度无所成，白首衔悲亦何及。”当

今时代，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技术新模式

新业态层出不穷。这既为青年施展才华、竞展风采提供了广阔舞

台，也对青年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不论是成就自己的

人生理想，还是担当时代的神圣使命，青年都要珍惜韶华、不负

青春，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内在素质，锤炼过硬本领，

使自己的思维视野、思想观念、认识水平跟上越来越快的时代发

展。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增强学习紧迫感，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

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

和专业技能，努力提高人文素养，在学习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

在工作中增长才干、练就本领，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创

造贡献国家！ 

第六，新时代中国青年要锤炼品德修为。人无德不立，品德

是为人之本。止于至善，是中华民族始终不变的人格追求。我们

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

上强。精神上强，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青年要把

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

来，不断修身立德，打牢道德根基，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走

得更远。面对复杂的世界大变局，要明辨是非、恪守正道，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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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亦云、盲目跟风。面对外部诱惑，要保持定力、严守规矩，用

勤劳的双手和诚实的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拒绝投机取巧、远离自

作聪明。面对美好岁月，要有饮水思源、懂得回报的感恩之心，

感恩党和国家，感恩社会和人民。要在奋斗中摸爬滚打，体察世

间冷暖、民众忧乐、现实矛盾，从中找到人生真谛、生命价值、

事业方向。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善

于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

的身上感受道德风范，从自身内省中提升道德修为，明大德、守

公德、严私德，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

的人生，让清风正气、蓬勃朝气遍布全社会！ 

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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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为重要的工作。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是在青年

时代就满怀信仰和豪情加入了党组织，并为党和人民奋斗终身。

党的队伍中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精神的青年人，

这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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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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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

党的共同政治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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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主动走近青年、倾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当

代青年思想活跃、思维敏捷，观念新颖、兴趣广泛，探索未知劲

头足，接受新生事物快，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强，对实现人生发

展有着强烈渴望。这种青春天性赋予青年活力、激情、想象力和

创造力，应该充分肯定。同时，青年人阅历不广，容易从自身角

度、从理想状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世界，难免给他们带来局限

性。这是青年成长的规律，我们要尊重这个规律。信任是理解的

前提。要尊重青年天性，照顾青年特点，经常到青年中去，同青

年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价值取向、

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倾听他们对社会问题和现象的看法，对党

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即便听到了尖锐的甚至是偏颇的批评，

也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成为青年愿意讲真话、交真心、诉真

情的知心朋友。青年要向年长者学习，年长者也要向青年学习，

相互取长补短，相互信任帮助。 

我们要真情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做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

年处于人生道路的起步阶段，在学习、工作、生活方面往往会遇

到各种困难和苦恼，需要社会及时伸出援手。当代青年遇到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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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我们过去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压力是青年成长的动力，而在青

年成长的关键处、要紧时拉一把、帮一下，则可能是青年顶过压

力、发展成才的重要支点。我们要关注青年所思、所忧、所盼，

帮助青年解决好他们在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

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努力为青年

创造良好发展条件，让他们感受到关爱就在身边、关怀就在眼前。 

我们要悉心教育青年、引导青年，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青

年要顺利成长成才，就像幼苗需要精心培育，该培土时就要培土，

该浇水时就要浇水，该施肥时就要施肥，该打药时就要打药，该

整枝时就要整枝。要坚持关心厚爱和严格要求相统一、尊重规律

和积极引领相统一，教育引导青年正确认识世界，全面了解国情，

把握时代大势。既要理解青年所思所想，为他们驰骋思想打开浩

瀚天空，也要积极教育引导青年，推动他们脚踏实地走上大有作

为的广阔舞台。当青年思想认识陷入困惑彷徨、人生抉择处于十

字路口时要鼓励他们振奋精神、勇往直前，当青年在工作上取得

进步时要给予他们热情鼓励，当青年在事业上遇到困难时要帮助

他们重拾信心，当青年犯了错误、做了错事时要及时指出并帮助

他们纠正，对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时冲动或偏激要多教育引导，

能包容要包容，多给他们一点提高自我认识的时间和空间，不要

过于苛责。要积极鼓励青年到艰苦的一线吃苦磨练、增长才干，

放手让青年在重要领域和重要岗位上攻坚克难、施展才华，积极

为青年创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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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青年英雄辈

出，中华民族青年英雄辈出。《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是 30

岁，恩格斯是 28岁。列宁最初参加革命活动时只有 17 岁。牛顿

和莱布尼茨发现微积分时分别是 22岁和 28岁，达尔文开始环球

航行时是 22岁，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时是 26岁。贾谊写出

“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时不到 30 岁，王勃写下千古名篇《滕

王阁序》时才 20 多岁。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

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更是青年英雄辈出。中共一大召开时毛泽东

是 28岁，周恩来参加中国共产党时是 23岁，邓小平参加旅欧中

国少年共产党时是 18岁。杨靖宇牺牲时是 35岁，赵一曼牺牲时

是 31岁，江姐牺牲时是 29岁，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牺牲时是

29岁，邱少云牺牲时是 26岁，雷锋牺牲时是 22岁，黄继光牺牲

时是 21 岁，刘胡兰牺牲时只有 15 岁。守岛 32 年的王继才第一

次登上开山岛时是 26 岁，航天报国的嫦娥团队、神舟团队平均

年龄是 33岁，北斗团队平均年龄是 35岁。这样的青年英杰数不

胜数！我们要用欣赏和赞许的眼光看待青年的创新创造，积极支

持他们在人生中出彩，为青年取得的成就和成绩点赞、喝彩，让

青春成为中华民族生气勃发、高歌猛进的持久风景，让青年英雄

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 

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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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力量。

在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辉历程中，共青团发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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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

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作出了积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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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和支持青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一切党政机关、企业

事业单位，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广

大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都要关心青

年成长、支持青年发展，给予青年更多机会，更好发挥青年作用。 

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

相通，中华民族应该对人类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新时代中国青年，

要有家国情怀，也要有人类关怀，发扬中华文化崇尚的四海一家、

天下为公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为推动共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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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青年朋友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

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

接力跑。我们有决心为青年跑出一个好成绩，也期待现在的青年

一代将来跑出更好的成绩。衷心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积极拥抱新

时代、奋进新时代，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

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再过几天，就是五四青年节了。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

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