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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领 航
青年奋进之路

“青春向党、不负人民”“复兴栋梁、强
国先锋”……2022 年 4 月 25 日，位于北京
中关村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激荡着青年
学子的铿锵誓言。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所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
学，深情寄语广大青年：“牢记党的教诲，
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
人民，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
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
百年芳华，青春万岁。“青春理想，青
春活力，青春奋斗，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的生命力所在。
”
1919 年，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
的五四运动，唤醒了沉睡大地，开启了一个
伟大的觉醒年代；
1921 年，一群平均年龄 28 岁的青年建
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光明道
路，掀起了改天换地的巨澜；
1922 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凝聚中国青年之志，紧随党的脚步，探索民
族复兴的前程；
……
翻开史册，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满怀对
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在党的领导下，积
极投身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用青
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谱写
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美篇章。
青春，百年大党与生俱来的鲜明基因。
“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凝聚着青年
的热情和奉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代
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
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青年，古老民族迈向复兴的生机力量。
2013 年 5 月 4 日，党的十八大后第一个
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主题
团日活动。
“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
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面对一张张
青春洋溢的面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点明中
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
“中国梦是我们的，
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
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学子们寄予厚望。他对青年朋友
说，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是 20 岁左右，到本世纪中叶基本
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 60 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
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立足于“确保党的
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远考虑，指导
青年成长和部署青年工作。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特别指出“青年
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专门谈到青年和青年工作；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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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号召；
在建党百年的庆典上，作出“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
青年”的深情勉励……
一次次在重要场合反复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引领全党一同走近青年、倾听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
教育青年、引导青年。
这一幕雨中场景，令无数青年人感到温暖。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青年和青年工作纪实
——

殷殷期望 谆谆重托

2016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中国科技大学。考察即将结束，走出图书
馆时，天空下起雨来。
习近平总书记冒雨走到送别的同学们
中间，挨个儿握手。就这样持续了十多分
钟，雨水打湿了总书记的衣服和鞋子……
在场的青年学子说：“总书记的手温
暖、有力，给人以力量。”
“每年五四前后，这个时间我是留给青
年人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自己定
下的一条原则。
从未名湖畔聆听青春诗会到清华园内
察看技术实验，从航天城的青春对话到巢
湖 之 滨 的 青 年 座 谈 …… 每 到 青 年 人 的 节
日，无论多忙，习近平总书记总要来到青
年人中间同大家亲切交流，听取青年心
声，感受青春脉动。
希望青年教师成为打造中华民族“梦
之队”的筑梦人；勉励青年劳动者“走技
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鼓励青年志愿者
新华社记者
“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鞭
策青年官兵“争当训练尖子、技术能手、
精武标兵”……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话语、殷殷嘱托，
指引新时代青年担起时代重任，为实现中
朱基钗国梦锲而不舍、驰而不息地顽强奋斗。

勇攀锂电核心技术科研高峰
——记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张强教授团队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开栏的话】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工作，亲切关怀青年成长成才，对广大青
年寄予殷切期望，为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新时代是追梦者的时代，也是广大青年成就梦想的时代。广大青
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不负韶华，不
负时代，不负人民，在科技自主创新、助力乡村振兴、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等诸多领域奋力奔跑，涌现出众多青年典型和感人事迹。今天起，本
报推出“奋斗者正青春”专栏，讲述当代中国青年与新时代同向同行、
共同前进的奋斗故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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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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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
华也。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
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关心青年成长成才、
谋划青年工作发展进步，激励广大青年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
发、勇毅前进。

中国教育报
客户端

如何让锂电池单位质量储能更
多、寿命更长、器件更安全，实现
风能和太阳能大规模、高安全利
用？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张强教授
团队在锂键化学以及锂电池电极材
料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突破，令国
际同行瞩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
景下，我国清洁能源迎来了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
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

董博婷

2014 年 12 月 20 日，一堂生动的中华
文化“公开课”在澳门大学横琴校区举行。
在澳门回归祖国 15 周年之际，总书记
来到这里，应邀参加师生们的“中华传统
张研
文化与当代青年”主题沙龙。
“我本人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热烈拥护
者、忠实学习者。”习近平总书记分享起自
己的学习经历，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到现
在，一有空就会拿起一本翻一翻，每次都
觉得开卷有益。读小学时，就看了 《水浒
传》 和 《三国演义》。后来做了七年农民，
也一直在学习、在积累。至今，只要有闲
暇，推开中华文化宝库的大门，仍是“一
书在手，其乐无穷”
。
身教胜于言传。亲身经历、切身体悟
的亲切交流，总是让青年人深受启迪。
2014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
京大学同师生座谈。博士研究生秦冲说
到，自己打算毕业后先出国从事博士后研
究，再回国从事新药品的研发。
总书记讲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面临出
国、工作的选择，但最终“想做点儿事”
的想法让他选择留在了国内，要为国家和
人民做事，“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
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语重心长的话语，让秦冲深有感触。后
来，
他回到中国海洋大学从事抗肿瘤药物的研发。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
的。
”习近平总书记常常同青年朋友谈及自己的成长故事，激
励青年奋斗逐梦。
论修身，总书记以“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的
生动比喻，引导青年养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谈学习，总书记回忆上山放羊、抽空看书的知青岁月，
强调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树立梦想从学习开
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念。
讲健体，总书记介绍自己的体育爱好，勉励青年人既把
学习搞得好好的，又把身体搞得棒棒的。
看天下，总书记希望各国青年用欣赏、互鉴、共享的观
点看待世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积极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献瓦……
从坚定信仰到树立信心，从为人修身到求学择业，从身
心健康到创新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研究当代青年成长
成才的特点和规律，用青年人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指引
他们迈好人生的每一步。
2022 年 4 月 21 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关于青年的
白皮书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正式发布，客观呈现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青年发展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下转第三版）

时期，张强专注新能源材料领域，
瞄准全球学术前沿，将个人的研究
兴趣与国家需要紧密连接在一起，
他感到“很幸福，时刻振奋”。
将科研、育人与国家战略、国
家需求紧密结合，是张强回国以来
一直坚持做的事。
2009 年，张强从清华大学博士
毕业后，先后在美国凯斯西储大

学、德国马普协会弗里茨—哈伯研
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11 年，张
强回清华大学任教。在国外的这几
年，让张强坚定了从事新能源材料
研究的决心。
“锂电池的概念从欧美发轫，在
日本得到了产业化，中国虽然起步
晚但是发展快，尤其在储能领域，
近年来中国一直走在国际前列。”张
强说，在国外做研究的几年，不仅
使自己摆脱了思维惯性，打开了国
际视野，也结合国家发展需求确定
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在张强看来，相较于欧美，我
国能源结构长期处于多煤、贫油、
少气的状况，再结合国际能源研究
前沿，新能源必将是我国未来发展
的重要方向。张强的坚持逐步得到
了验证，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深入人心，以及“碳
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实施，国家
能源转型迫在眉睫。
（下转第三版）

巅峰使命
5 月 4 日中午，13 名珠峰科考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这是我国珠峰科考首次突破 8000 米以上海拔高度，在青藏高
原科学考察研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本次珠峰登顶，科
考队员完成世界海拔最高自动气象站的架设，还首次在“地
球之巅”利用高精度雷达，测量峰顶冰雪厚度。据介绍，科
考队后续还将进行多项科学考察研究。
上图：5 月 4 日，科考队员在架设自动气象站。
右图：5 月 4 日，在珠穆朗玛峰峰顶，科考队员正在采集
冰雪样本。
新华社特约记者 索朗多吉 摄

坚定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地方探索

河北排查整治“地下”违规培训
构建街道、社区、网格员三级排查机制
本报讯 （记者 周洪松） 近日，河
北省教育厅下发 《关于进一步排查整治
“地下”违规培训确保防疫安全工作的
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务必进一步提高
警惕，主动担当作为，结合全省正在开
展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
“回头看”工作，坚决查处“一对一”
等“地下”违规培训。

河北强调，各市要深刻认识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趋紧的情况下，“一对一”
等“地下”违规培训存在的巨大风险隐
患。要从严从紧做好校外培训机构疫情
防控工作，进一步统筹教育、公安、卫
生防疫、市场监管、信访、城管等部门
力量，精准施策、综合治理，织牢织密
安全防范网络。

河北要求，各市要充分发挥社区的
综合管理功能，把“一对一”等“地
下”违规培训查处纳入网格化综合治
理体系，迅速全面开展一次拉网式巡
查检查。重点压实区县责任，构建街
道、社区、网格员三级网格化动态排
查机制，对发现的“一对一”等“地
下” 违规 培训 “吹哨报 到”，及时上
报、严肃查处。要进一步畅通群众监
督投诉渠道，统筹信访、市民热线等
方式，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充分
发挥“双减”工作社会监督员的作
用，积极争取学生家长支持，形成群
防群治的监督机制。

【好老师】

新课标时代，教师如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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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信息技术推动教育教学深层次变革

宁波职教装上数字化“引擎”
本报讯 （记者 史望颖 通讯
的“大数据监测平台+沉浸式虚拟
员 田荣华）“通过混合现实 MR 技
仿真教学系统+虚拟仿真实训基
术让我们身临其境，能‘拥有’跟
地”数字化职教新模式，为培育未
老师一样的空间想象与逻辑思维能
来大国工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力，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近日，
截至目前，宁波 32 所中职院校
在宁波第二技师学院 MR 交互教学
创建全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样
中心，该校建筑专业学生体验沉浸
板校 3 所，省级数字化基地、示范试
式教学，直呼这种教学方式有趣又
点校 13 所，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高效。
39 个，数字化模拟实训中心 69 个，
这是宁波中职学校数字化改革
每所学校平均拥有智慧教室 7 间。
的一个缩影。
受疫情影响，如何让学校的国
依托信息技术，宁波中职学校
际交流项目持续进行？甬江职高教
推动教育教学深层次变革，建立起
师邵林动足了脑筋。他找到学校
涵盖“学习、教学、管理”全流程 “甬江 1844”文旅融合三创实验室

●设计：张鹏 ●校对：杨瑞利

的师生，依托烹饪实时录播教学系
统 、 烹 饪 导 游 VR 虚 拟 讲 解 平 台、
动漫视频非线性编辑系统，成功创
建了“云端烹饪教室”。邵林掌勺，
影像影视相关专业学生设计文案，
拍摄并剪辑成教学视频“上线”，受
到保加利亚中华厨艺培训学校师生
的广泛欢迎。目前，已有近 30 个教
学视频陆续上线。
近年来，宁波中职学校加大数
字化专业培育力度，逐步形成具有
地方特色的轨道交通、数控、信息
技术、汽车营销等虚拟仿真实训基
地和中心。（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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