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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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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4 月 30 日，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等出席大会。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新华社北京 4 月 3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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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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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 近 平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王沪宁主持

新华社北京 4 月 30 日电 在老挝
中老友好农冰村小学师生代表来华参
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民心相通分论坛前夕，全体师生
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
平，表达老方对中国援建中老友好农
冰村小学的真诚谢意和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积极意愿。习近平给学校
师生回信，勉励他们做中老友好的接
班人。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谢谢你们的
来信和亲手制作的精美画册，从中我
能感受到你们的快乐幸福、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
这份心意让我感动。

习近平在信中说，从你们的来信

中得知，“一带一路”建设给你们的
学校和家乡、学习和生活带来了许多
积极变化。实现沿线国家共同发展，
让民众过上好日子是我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的初心。加强中老民生领域
合作，促进中老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的合作是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内容。中老加强合作，让更多惠民
项目落地，可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幸
福。我期待着更多像中国和平发展基
金会一样的民心相通使者，在“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开展合作、造福民
众。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早日成长
为国家栋梁，成为中老友好接班人。
祝中老友好农冰村小学越办越好。欢
迎你们早日乘上中老铁路列车来到北

京。
师生们在致习近平的信中说，中

国梦和老挝梦通过“一带一路”联通
在了一起，我们真诚感谢您，“一带
一路”伟大构想的倡议者。希望早日
乘坐中老铁路的火车来到北京。师生
们还精心制作了题为 《我们的丝路故
事》 的画册，委托出席民心相通分论
坛的师生代表通过分论坛组织者转赠
习近平。画册精选近年学生的58幅优
秀作品，以祝贺中老建交58周年，分
享老挝人民生活改善的喜悦和幸福。

中老友好农冰村小学2012年由中
国援建，此后中方连续派遣志愿教师
开展教学，并提供教育教学物资，是
中老友好的示范项目。

习近平给老挝中老友好
农冰村小学全体师生回信

继 承 发 扬 五 四 精 神 吹 响 青 春 冲 锋 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 详见第三版➡➡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100年
前，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
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伟大爱国革命运
动、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伟大思想启蒙
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序幕，古老
的中国，从此迈进了新的历史征程。
4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
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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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
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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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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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站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
方位上，驻足回望，凝眸历史，展望未
来，我们更清楚地看到，100年来，中华
民族虽然经历了无数崎岖险阻和沧桑
巨变，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爱国主义
始终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
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精神支柱，
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动

因。正是五四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青年，把祖国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
为民族振兴而不懈奋斗，成就属于自
己，更属于伟大祖国的亮丽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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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可以
自豪地告慰五四先贤，中华民族积贫
积弱、任人宰割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
返了，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下转第三版）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发扬五四精神
——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实施方案
高职扩招重点布局在优质高职院校、发展急需和民生领域紧缺专业、贫困地区。加大东部地区院校向中西

部地区招生。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单列招生计划。取消高职招收中职毕业生比
例限制，在学前教育、护理、家政、养老、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扩大中高职贯通培养招生规模。 ➡ 详见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