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奋斗中追梦圆梦在奋斗中追梦圆梦，，我们在路上我们在路上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4月30日，全区各族各界团员青年认真收听收看了纪念五四运

动100周年大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壮丽青春篇章。

聆听总书记讲话聆听总书记讲话，，我们在现场我们在现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这样一批内蒙古青年，他们受邀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大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现在，让我们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发扬伟大五四精神 青春建功亮丽北疆
——全区各族各界团员青年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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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青春的历史令人萦怀，充满朝气的精神催人
奋进。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阐释了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全面总结了党领导人民探索实现民
族复兴道路的宝贵经验，对青年一代发扬伟大五四精神、
奋力担当时代使命寄予殷切期望，对做好党的青年工作提
出重要要求。讲话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青年一代的关心厚爱和对青年工作的深邃思考，是
党的青年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是指导和推动新时代中国青
年运动蓬勃发展的光辉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全面把握党的一贯要求、时代
发展规律、事业现实需要和青年自身特点，系统论述了“新
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青年”这一重要课题，提出新时代中国
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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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大青年上了

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成才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寄
托了党对青年一代的深情厚望，指明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成
长成才的正确航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共青团的政治
定位，对共青团不忘初心、正本清源，紧跟时代、继续前进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要求，为团的工作在改革创新中向前发
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全区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要认真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永
久奋斗，在“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宏伟征
程中谱写更加壮丽的青春篇章！

（本版文/图均由自治区团委宣传部提供）

赵智强，第五届内蒙
古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内蒙古青联副主席、内蒙
古东达蒙古王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裁。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
们青年寄予了殷切希望，
我们精神振奋、干劲十
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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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努力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
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担当起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和使
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在生态治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沙产业
中奋勇前行，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青春担当为建设“亮
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贡献力量。

张俊晶，2018 年度全
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第五届
内蒙古青年五四奖章、首届
内蒙古青年创新创业创优
标兵获得者、内蒙古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肝胆胰脾外科
主任医师。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令人
鼓舞、催人奋进。作为新时
代青年，作为医护工作者，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切期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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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走在创新创业创优的前列；要弘扬高尚的医德医
风,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提高行业文明素质,以提高人
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为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保驾护航。

杜赫，2015年度全国优
秀共青团员获得者、中国铁路
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包头供
电段响沙湾供电车间副主任。

参加此次会议对我来说
是莫大的光荣，第一次见到
习近平总书记，心情无比激
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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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时代的铁路青年，我们生逢其时，
也重任在肩，我们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回到工作岗位
后我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
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带领工友在一线干好本职工
作，确保管内供电安全，作出无愧于时代的青春业绩。

白云，2014 年度全国
优秀共青团干部获得者、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团委
书记。

作 为 一 名 基 层 团 干
部，走进人民大会堂聆听
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
殷殷教诲和殷切希望，感
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高
瞻远瞩和历史担当。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共青团是
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
的青年工作的重要力量。

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青年的成才成长，需要精心
培育。作为新时代的团干部，我们要认真履行引领凝
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的职责，凝聚青
春力量，努力成为团员青年的知心人、热心人和引路
人，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贡献力量。

吴云波，十三届全国人大
代表、第23届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
奖奋进奖、第八届内蒙古青年
五四奖章获得者、通辽市扎鲁
特旗巴彦塔拉苏木东萨拉嘎
查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玛拉沁艾力合作社理事长。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振奋人心、催人奋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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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带领老百姓脱贫致富的“排头
兵”，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切实承担起肩上的职责使命，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坚持走“支部+合作
社+基地+牧户”的发展路子，带动更多农牧民脱贫致富。

杨晓玲，第23届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第六届内蒙古
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护士长。

4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
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深感心潮澎湃，激动万
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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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青年
人，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程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希
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青年；要接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接力棒，发扬伟大五四精神，奋力
担当时代使命，在尽责圆梦的生动实践中谱写青春华章。

周艳梅，2019 年 度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第 六 届 全 国“ 道 德 模
范”、2016 年度内蒙古大
学生桃李之星获得者、
通辽职业学院学生。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让我们大学
生备受鼓舞，备感骄傲自
豪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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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
我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继承和弘扬五
四精神，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时勉励自
己，以身作则，做好本职工作，争做有理想、有追求，
有担当、有作为,有品质、有修养的大学生，为打造祖
国北疆亮丽风景线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赵中华，2019 年 度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获
得者、兴安盟乌兰浩特
市圆通速递有限公司快
递员。

在人民大会堂现场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让我激动不已、
备受鼓舞。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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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普通的快递小哥，我要牢记总书
记对青年的殷切期望，在工作中，做到诚信友善，提
高工作效率，在累并快乐的工作中感受为人民服务
的快乐，不负人民的重托，不负青春年华，在为人民
实现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奔跑，坚持诚实守信，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李彩杰，鄂尔多斯市
团委干部。

作为新时代的团干
部，既要有干事创业的激
情，更要有脚踏实地的作
为。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深刻认识肩负的职责使
命，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做青年友，努力增强
党对青年的凝聚力和青年
对党的向心力。要引领青
年，在建功新时代中凝聚青

年，在促进青年发展中服务青年，引导广大青年牢记紧跟党
走的初心，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王峰，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第六研究院四十六所双创
孵化中心副主任。

作为“探索浩瀚宇宙，发
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
的践行者，我们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将“双创”作为企业抢
占科技制高点和产业制高点
的重要载体，切实发挥青年
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搭
建内蒙古青年与“航天”之间
的“双创”桥梁，汇聚草原青

年的智慧、方案和力量，在建设航天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
中建功立业。

翁兆平，内蒙古志趣公
益联合会志愿者。

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
志，志愿服务也是广大青年
建功新时代的重要渠道。作
为一名志趣公益联合会的志
愿者，我为拥有注册志愿者
近万人、累计志愿服务30万
小时的组织感到高兴。我一
定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
嘱托，立足本职，努力奋斗，
以勤勉、认真的工作态度，勇
于担责，在脱贫攻坚、逐梦新

时代中建功立业，为祖国的医疗事业、志愿事业奉献自己
的青春、智慧和力量。

哈斯塔娜，锡林郭勒
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演
员。

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政
治理论、党的政策主张、各
民族优秀文化成果送到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丰富农牧
民精神生活，让乌兰牧骑这
面旗帜在祖国北疆高高飘
扬。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乌兰牧骑事业发
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心系

人民群众，苦练技艺，继承和弘扬乌兰牧骑精神，永远
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马鹏，阿拉善电业局修
试管理处高压试验一班班长。

身为平凡岗位的青年工
人，我们要自觉坚持党的领
导，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对青年的要求和希望，把时
代精神与敬业精神有机结
合，把振兴中华的接力棒牢
牢握好，立足脚下，从点滴做
起，努力钻研业务，牢固掌握
专业技能，撸起袖子加油
干。不论条件多么艰苦，不
论工作多么枯燥，都要弘扬

大国工匠精神，始终兢兢业业恪守岗位，不惧艰难困险，
不断磨砺意志，以新的作为开创新的事业，用满腔热情去
开拓、去创造、去拥抱新时代。

阿日布敦道尔吉，呼伦
贝尔市新巴尔虎旗牧民、蒙羖
源牧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内蒙古地域辽阔,草原
面积比例大,从事牧业生产
的牧民人口众多。作为新
时代青年牧民，我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积极宣传党和政
府的好政策，以牧民群众为
中心，发挥党员中心户带动
作用，紧盯市场需求、扩大
经营范围、打通致富渠道，

把我们的呼日伊图育肥牛协会做大做强，积极帮扶建档
立卡贫困户，促进牧区产业发展，凝聚引导和支持服务
更多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过上好日子。

张旭，通辽市科左后
旗森林消防中队中队长。

作为森林消防指战
员，我们定将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
扬森林消防队伍不畏艰
险、不怕困苦、不计得失、
不辱使命的战斗精神，苦
练防火灭火专业技术，守
护好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学习和拓展应急
救援本领，保持枕戈待旦、
快速反应的备战状态，时

刻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
在前，助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量，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而英勇奋斗，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勾英达，赤峰野农优
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
事长。

作为一名创业青年，
我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积极投身“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潮流，进一步发挥互联网、
大数据等在脱贫攻坚中的
作用，持续向深度贫困地
区聚焦发力，瞄准特殊贫
困群众精准帮扶，为贫困
地区和群众宣传特色产

品，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激发贫困地区人口内生动力，推动网络扶贫行动向纵
深发展，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互联网企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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