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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北大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让青春融入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

本报北京5月4日讯 （记者 高靓）
今天上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大
学， 与北大青年共度五四青年节， 纪念
五四运动95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
北大师生座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北大
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参加完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座谈
会， 现场聆听了总书记讲话的国际关系

学院2013级硕士生郭立伟说： “习总书记
讲，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勇做走在
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就是青
年人对五四精神最好的继承。回首我在青海
农村支教的一年岁月， 我立下为西部教育、
扶贫贡献力量的大志，虽然条件艰苦，但从
不动摇。 爱国与进步，就是把自己的所长真
正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

（下转第三版）

刘延东在2014年大学生和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座谈会上强调

让青春在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更加多彩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国务院

副总理刘延东4日在2014年大学生和
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座谈会上强调，
广大青年师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北大纪念五四运动95周
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
理想信念，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勤于学习实践， 强化责任担当，
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 开拓

者、 奉献者， 为实现中国梦贡献青
春智慧和力量。

刘延东指出， 多年来广大青年
学生不负党和国家期望和重托， 立
志成才， 爱国奉献， 涌现出一大批
自强不息、 见义勇为、 创新创业的
先进典型， 高校辅导员成为引导学
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力量， 广大青年
师生值得信赖、 大有可为、 堪当重

任。
刘延东强调， 当前我国已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 为青年成才报国
提供了广阔舞台， 赋予了更大责任。
希望广大青年师生把个人梦想与国
家梦结合起来， 在服务国家和人民
的伟大事业中书写多彩人生。 要把
知识储备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 到
基层和群众中丰富阅历、 建功立业。

要把学习传承与创新创造结合起来，
既学习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又敢于突破陈规， 勇于创新创业。 要
把自立自强与团队协作结合起来， 既
要彰显个性、 发挥专长， 又要依靠团
队、 加强协作， 凝聚事业发展合力。
要把家国情怀与世界眼光结合起来，
为世界和平、 为中国与各国的人民友
谊、 合作共赢做出应有贡献。

5月4日， 中
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考
察。 这是习近平
在校园观看北大
师生纪念五四运
动95周年青春诗
会时同朗诵者亲
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新华社北京 5月 4日电 （记者
徐京跃 霍小光） 在五四青年节这个
属于青春的节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
北京大学考察。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问候， 向全
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工作者致以
崇高敬意。 他强调， 核心价值观承载
着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
是最持久、 最深层的力量。 广大青年
要从现在做起， 从自己做起， 勤学、
修德、 明辨、 笃实， 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 并身体
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 努力
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
的精彩人生。

今年是五四运动95周年， 北京
大学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
四运动的策源地。 习近平一直关心
着北京大学改革发展和师生学习工
作生活情况， 近年来多次来这里考
察调研。

春天的燕园， 湖光塔影， 绿树婆
娑。 上午9时，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党
委书记朱善璐、 校长王恩哥陪同下，
首先来到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观看人
文社科成果展。 展览展示了北京大学
文学、 历史、 哲学、 考古学科取得的
重要学术成就和北大图书馆馆藏重要
文献， 包括 《共产党宣言》 多种译

本。 习近平向马克垚教授、 袁行霈教
授等详细了解人文社科学科发展情
况， 对北京大学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取得的成果给予肯定。

展室北侧是一座幽静的小院，
87岁的著名哲学家汤一介教授从研
究室走出来欢迎总书记， 习近平快步
迎上去， 走入研究室， 同他促膝交
谈。 汤一介介绍了编纂大型国学丛书
《儒藏》 的情况， 习近平问他有什么
困难和需要， 赞扬他勤奋严谨的治学
精神。 走出研究室， 习近平同在庭院
内的师生亲切交流。 他表示， 推进中
国改革发展， 实现现代化， 需要哲学
精神指引， 需要历史镜鉴启迪， 需要
文学力量推动。 文史哲研究要关注人
们的精神世界， 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帮助人们更好认
识自己、 认识世界， 确立不断前进的
方向和信心。 这是当代学术研究应该
承担的社会责任。

成立于2010年的北京大学生物
动态光学成像中心， 利用最先进的生
物成像和基因测序手段， 从事生命科
学和医学基础研究。 习近平来到这
里， 观看多媒体演示， 了解胎儿遗传
疾病筛查、 癌症早期诊断等新技术研
究应用的情况， 并通过显微镜观看动
物卵细胞受精和极体细胞提取过程。
习近平勉励科研人员刻苦攻关、 勇于

创新。 中心主任、 美国科学院院士谢
晓亮告诉总书记， 自己已决心全职回
国工作， 并将带领团队吸引更多海外
优秀人才。 习近平说， 很好！ 现在我
们国力增强了， 要有凝心聚力办大事
的自信， 关键是要把最好的资源配置
起来， 让各类人才的智慧充分发挥，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通过大家一个个
人生梦、 事业梦的实现， 促进整个中
国梦的实现。

从实验室出来， 习近平沿着校园
小路步入静园草坪， 这里正在举行

“青春中国梦， 赤忱五四情———北京
大学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青春诗
会”。 看到总书记来了， 师生们报以
热烈的掌声， 习近平走到他们中间。
身着五四时期学生装的师生们在悠扬
的小提琴曲伴奏下， 朗诵着自己创作
的诗歌 《聆听青年》 和毛泽东同志词
作 《沁园春·长沙》。 习近平同大家一
起欣赏了师生们充满激情的朗诵。 习
近平同师生们握手交谈， 称赞他们的
朗诵透着自信， 表达了强烈的历史责
任感和自豪感， 希望他们紧跟时代，
既创作出优美的文字诗篇， 又创作出
壮丽的人生诗篇。

10时40分， 习近平来到北京大
学英杰交流中心， 参加师生座谈会。
学校领导和师生代表先后发言， 习近
平边听边记， 不时就有关问题提出询

问， 同师生们一起讨论。
在听取了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发

表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 当代大学生
是可爱、 可信、 可贵、 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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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青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
就是在党的领导下， 勇做走在时代前
列的奋进者、 开拓者、 奉献者， 同全
国各族人民一道， 担负起历史重任，
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
芒。

习近平强调，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
时代的精神，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
的价值观念。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
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 这个国
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 同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
合， 同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需要解决
的时代问题相适应。

习近平指出，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关乎国家前途命
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 我们提出要倡
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祖国和人民同行努力创造精彩人生

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 同志们：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很高兴来到北京

大学同大家见面， 共同纪念五四运动95周
年。 首先， 我代表党中央， 向北京大学全
体师生员工， 向全国各族青年， 致以节日
的问候！ 向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工
作者， 致以崇高的敬意！

刚才， 朱善璐同志汇报了学校工作情
况，几位同学、青年教师分别作了发言，大
家讲得都很好， 听后很受启发。 这是我到
中央工作以后第五次到北大， 每次来都有
新的体会。 在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校园里一
路走来，触景生情，颇多感慨。我感到，当代
大学生是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

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的五四精神， 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序幕，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运动以
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
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
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
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
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
春乐章。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
运动的策源地， 是这段光荣历史的见证
者。 长期以来， 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始终与
祖国和人民共命运、 与时代和社会同前
进， 在各条战线上为我国革命、 建设、 改
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 奋
斗目标。 我说过， 现在， 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 更
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行百里者半九十。 距离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
要加倍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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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青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 就
是在党的领导下， 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
进者、 开拓者、 奉献者， 以执着的信念、
优良的品德、 丰富的知识、 过硬的本领，
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 担负起历史重任，
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同学们、 老师们！
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 探索真理的地

方，借此机会，我想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问题，同各位同学和老师交流交流想法。

我想讲这个问题， 是从弘扬五四精神
联想到的。 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爱国、
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
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 不仅广大青年要
坚守和践行，全社会都要坚守和践行。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 对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来说， 最持久、 最深层的
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 承载着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的精神追求， 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
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
不立。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
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 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 在当今世界上， 都屡
见不鲜。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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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揭晓 第六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评选结束
（详见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