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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大会30日上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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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
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
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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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
山出席大会。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
氛庄严热烈。主席台上方悬
挂着“纪念五四运动100周
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
“1919－2019”的红色字标，
10面红旗分列两侧。大礼堂
二楼眺台悬挂标语：“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发扬伟大
五四精神，坚持新时代中国
青年运动正确方向，奋力谱
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壮丽青春篇章！”

大会开始前，全场高唱
《我和我的祖国》《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光荣啊，
中国共青团》《歌唱祖国》等
歌曲，会场洋溢着澎湃的青
春热情。

当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进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
鼓掌。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
始。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
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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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五四运
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
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

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
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
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
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
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
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
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
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
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
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
向和信心。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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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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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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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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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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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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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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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五四运动
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
久奋斗的伟大传统。通过五
四运动，中国青年发现了自
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斗争
实践中懂得，中国社会发
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
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
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
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
历史深刻表明，只要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勇于为改变
自己的命运而奋斗牺牲，我
们的国家就一定能够走向
富强，我们的民族就一定能
够实现伟大复兴。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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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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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
青年提出6点要求。一是要
树立远大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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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让青
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二是
要热爱伟大祖国，听党话、
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
心、爱国爱民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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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
担当时代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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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
要勇于砥砺奋斗，勇做走在
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
者、奉献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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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青春和汗水创造出
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五是要练就过硬本领，增强
学习紧迫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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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
新创造贡献国家。六是要锤
炼品德修为，自觉树立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
大德、守公德、严私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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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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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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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主动走近青年、倾听
青年，真情关心青年、关爱
青年，悉心教育青年、引导
青年，尊重青年天性，照顾
青年特点，关注青年所思、
所忧、所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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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为青年取得的成就和
成绩点赞、喝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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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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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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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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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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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沪宁在主持大会时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深切缅怀了五四先驱
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
神，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
历史意义，明确提出了新时
代发扬五四精神的重要要
求，深情寄语当代青年。我
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
彻落实，在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
征程中，不断谱写无愧于前
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的壮丽篇章。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
歌》声中结束。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
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
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
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
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首都各界群众和青年代表
等3000多人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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