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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22日在京举行
第三十次委员长会议，听取有关议案和草案
审议情况的汇报，栗战书主持

（据新华社）

习近平总书记 19日在中央政治局
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讲话，在
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
示，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
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广大
青年要在新时代进一步赓续传承五四
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着民族
复兴伟大梦想不懈奋斗。

五四运动对当代

中国发展进步产生深

远影响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100 年前爆发的五四运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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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第一次把知识分子和

工农群众结合到一起，唤起了知识分
子、工农阶层普遍的爱国情怀。”全国
学联主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王圣博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改变了中国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前途。
“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

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
基础。”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生余逸飞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
义以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唤醒了在救亡
图存道路上彷徨的中国人民，对当代中
国发展进步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五四运动是一场恢宏壮阔的时

代浪潮，激发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
磅礴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团委兼职副
书记特木钦说，在当时各种社会思潮
交锋、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背景下，经
历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青年坚定地
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这对今天广大青年自觉坚
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具有十
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
究生杨益帆说：“一百年前，中国青年
振臂高呼，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
锋队。如今，中国青年又成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突击队与生力
军，这是当代广大青年的历史使命和
时代担当。”

五 四 精 神 成 为

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

精神力量

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
科学精神，至今仍是激励我们的宝贵精
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
五四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深入揭示新
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意义和要求。
“五四运动让青年学生走上了救

亡图存的历史舞台，他们所展现出的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激励了一
代又一代青年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道路上奋勇前行。”清华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博士生舒全峰说，广大青年要
把个人的理想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共
同奋斗中，建功立业新时代。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党
总支副书记吴汉勋说，五四精神是中
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生
动写照。“那个年代的中国青年为了探
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为了实现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奋不顾身、勇
往直前。当代青年应当继续传承弘扬
五四精神，与党同心、与人民同行，让
青春年华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中
焕发出绚丽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研究五四
精神同研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
起来，同研究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
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激励
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曾赴西藏支教一年的南开大学经
济学院硕士生崔国煜说：“爱国、奋斗
是五四精神的重要内涵。爱国决定了
奋斗的方向，奋斗书写了爱国的历
程。当代青年要用青春和热血践行五
四精神，扎根基层、扎根大地，为国家
发展、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研究生沈逸
超说：“重温一百年前的历史，对当代
青年是一种鞭策。青年人要以五四精
神为指引，增强爱国奋斗本领。”

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奋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是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奋斗。

上海交通大学中美物流研究院硕
士研究生池松恒说，早在百年前，先进
青年已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今天
的青年人更应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
成为社会建设发展的栋梁。“相比于先
辈振臂一呼的热血激情，当代青年学
子更应踏实勤奋、努力求知，立志投身
国家建设，成为各行各业的生力军和
突击队。”
“党的事业离不开青年，青年的成

长更离不开党。把个人的理想奋斗融
入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当中，是我们
青年一代成长成才的正确道路。”参与
C919 大型客机试飞任务的航空工业
试飞中心试飞员蒋丹丹说，作为一名
青年试飞员，要在蓝天下诠释好新时
代五四精神，向着中国梦不断高飞。

传承五四精神，不负使命担当。
扎根基层的大学生村官、陕西安康汉
滨区吉庆村村主任助理李庚说：“当我
看到村里的贫困户从一无所有到成功
养殖上百只牛羊，日子越过越红火时，
我坚信脱贫攻坚战场就是我们施展才
能的地方。”

在广东广州番禺区从事社区工作
的崔丽霞说，当代青年要把自己的事
业和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扎根基层，脚
踏实地，甘于奉献。“我将继续作为社
区事业中一枚小小的齿轮，努力贡献
自己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赓续五四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广大青年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

学习时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为推动
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便捷高效回应群众关切，减轻基层负担，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开通国务院“互联网+
督查”平台，面向社会征集四个方面问题
线索或意见建议：一是党中央、国务院有
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不落实或落
实不到位的问题线索；二是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单位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线
索；三是因政策措施不协调不配套不完善
给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带来困扰的问题
线索；四是改进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

企业和群众可以登录中国政府网
（www.gov.cn）或下载国务院客户端，进
入国务院“互联网+督查”专栏，也可以
关注中国政府网微信公众号，进入国务
院“互联网+督查”小程序提供线索、反
映问题、提出建议。国务院办公厅将对
收到的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进行汇总整
理，督促有关地方、部门处理。对企业和
群众反映强烈、带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
线索，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将直接派员
督查。经查证属实、较为典型的问题，将
予以公开曝光、严肃处理。

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日前开通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记者
樊曦）中华全国总工会 22日表示，根据
全国 31个省（区、市）总工会、10个全国
产业工会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会联合
会等 42个单位的推荐，经过基层单位公
示、初审、省级公示、复审、全国公示等程
序，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
先锋号的评审工作已经结束，推荐表彰
名额1584个。

据统计，其中全总将表彰全国五一
劳动奖状 92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695
个、全国工人先锋号797个。

在“五一”新闻发布会上，全总新闻发
言人刘迎祥表示，此次推荐评选工作具有
三个特点。一是坚持面向基层一线，重点

向产业工人倾斜。在推荐的奖章先进个
人中，产业工人280名，占 40.3％，高出规
定比例 5.3个百分点；其他一线职工和专
业技术人员179名，占25.8％，高出规定比
例 5.8 个百分点；科教人员 145 名，占
20.9％，高出规定比例0.9个百分点。

二是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从各推荐单位上报的情况看，所有推荐
对象都具有突出的工作业绩和良好的社
会影响，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声誉，并具有
省部级表彰的荣誉基础。

三是涵盖各个群体，具有广泛的代
表性。今年的推荐对象基本涵盖了国民
经济的各个行业,且非公有制经济在其
中所占比例较高。

2019年全国拟表彰五一劳动奖

和全国工人先锋号 1584个

在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湖北省
大悟县夏店镇桥头村，一户谢姓人家客
厅墙上的相框里，展示着一位年轻革命
军人的照片和生平简介，全家和同村几
代人都因他而感到自豪。这便是革命
烈士谢祥军的故乡。

谢祥军，1914年生于湖北大悟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他早年就追求进步，向
往革命。1930年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红四方
面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

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反
“围攻”和长征。

谢祥军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一次
战斗中，他腿负重伤，由于缺乏医药，伤
口感染溃烂，生命受到威胁。为了保全
他的生命，军长罗炳辉决定让医生锯掉
那条伤腿。谢祥军知道后，对罗炳辉
说：“我是一个战士，没有腿就不能上战
场。我宁可不要生命，也不能不上战
场。锯腿，我不干。”经医生千方百计治
疗，终于保住了那条伤腿，他得以重返

战场。
全国抗战爆发后，谢祥军进入抗日

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秋到皖南，历任
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科长、江北指挥部
教导大队副大队长、军政干部学校教育
长、抗大第 5分校教育长、华中抗大总分
校教育长、新四军军部特务团团长、抗
大第 5分校校长等职，为新四军培养和
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

在险恶的环境中，谢祥军既要负责
训练学员，又要对付日伪和国民党顽固
派的围攻。在一次日伪军的大“扫荡”
中，他临危不乱，组织抗大 5分校学员趁
黑夜突围。不料，女生队在突围中走错
了方向，被伪军截获。谢祥军亲率警卫
连迅猛追击，击毙伪军数名，一人未少

地抢回了女生队，仅一人腿部受伤。
解放战争时期，谢祥军先后任华中

军区第 5、第 9军分区司令员，华中野战
军第 10 纵队司令员。1946 年夏，他率
部参加苏中战役（亦称苏中七战七捷），
取得重大战果。同年 10月，华中野战军
主力在废黄河两岸地区组织了大规模
的涟水保卫战。10 纵队有 3个团参加
战斗，其主要任务是阻击敌人从两淮进
攻，谢祥军与政委刘培善率广大指战员
道道阻击，层层设障，予敌以重大打击，
胜利完成任务，有力配合了整个战役。

10月 24日晨，谢祥军在前沿阵地察
看敌情时，不幸被敌人流弹击中腹部，在
送往后方医院途中牺牲，年仅32岁。

70多年过去了，谢祥军这个名字依
旧在他家乡后人的口中传颂。“80后”村
支书谢鑫森告诉记者，得益于党的好政
策，老区近年得到了更好帮扶，大家发展
种植、养殖，参加技能培训，有了更多就
业机会，全村今年就可实现脱贫摘帽。

（新华社记者吴植）

谢祥军：敢打敢拼硬骨头

美丽乡村建设，关键在人才。村
民大量外出务工，村干部年龄逐渐增
大，谁来挑起新农村建设这副重担？

近年来，湖南省涟源市军地党组
织积极选拔、培养、推荐素质过硬的退
役军人，大大加快了当地打赢脱贫攻
坚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
据悉，截至 2018 年底，该市村（社区）
“两委”中有 245 名退役军人，其中担
任村支书的 44 人，担任村主任的 26
人，退役军人村干部占比达40%。

涟源市古塘乡麦塘村山地贫瘠，
许多村民都外出打工。2002年春节，
乡党委找到回乡过年、在外地经营手
工艺术品的退役军人吴方才，推荐他
参选村支书，带领村民致富。

当选后，吴方才第一件事就是着
手改造村里的基础设施。他筹来资
金，带着乡亲们一起架电线杆，不到 7
天，村里就通了电。接下来，吴方才
又将祖传的“梅山棕编”技艺传授给
村民。低保户刘建春很快练成编棕
高手，不仅脱了贫，还成为涟源市致
富明星。

在村民的支持下，吴方才一干就
是 17年。他的事迹传开后，引发涟源
市委市政府的思考：涟源市有 6.9万余
名退役军人，在建设新农村急需骨干
力量的情况下，如何用好退役军人这
笔宝贵财富？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2016年涟源
市委市政府经过研究，决定选派 110
名退役军人到全市贫困程度较深的村
庄帮扶。
“这既是对退役军人的信任，更是

对退役军人的考验。”3年前，退役军
人颜培来到赵家村任驻村党委第一书
记。一户、两户、三户……颜培用真情
与耐心，敲开一家家贫困户的大门，了
解致贫原因、掌握群众所需。

脱贫得靠产业。经过调研，颜培
决定通过发展养鸡业来带领村民脱
贫。贫困户梁军因妻子身体不好、孩
子年幼，被迫留守家中，本人脱贫意愿
十分强烈。2018年，他在颜培的帮助
下，开始养殖涟源鸡，当年纯收入达 5
万多元。今年，梁军计划扩大养殖规
模，成立养鸡合作社，带领村民一起奔
小康。

2017 年到七星街镇新民村任扶
贫队长的刘庆，也是一名退役军人。
为方便走访贫困家庭，他用画作战图
的办法，画了一幅村级贫困户地图。
他还自费带领村干部赴长沙学习，并
引进台湾红薯等特色农作物的种植技
术，想方设法让这个穷地方脱了贫。

涟源市扶贫办领导告诉记者：
“自 2016 年以来，在涟源市 140 多个
贫困村中，有 83 名退役军人任驻村
党委第一书记、村支书或村主任，其

中 80个贫困村已脱贫，还有 3个即将
摘帽。”

2018 年，涟源市军地领导就“加
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进行深入
研究，并决定大力发挥退役军人在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作用。

涟源市委制定出台《关于加强选
拔培养村级后备人才的通知》《涟源
市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意
见》等文件，推进实施退役军人担任
村（社区）干部培养工程，明确要求各
级注重从符合选举规定条件的退役
军人党员中推荐村（社区）“两委”成
员提名人选。涟源市军地领导说：
“退役军人政治觉悟高、作风过硬、执
行力强，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稳定的
重要力量。”

退役军人在农村干得风生水起，
不仅赢得群众的普遍赞誉，提高了
军人在全社会的尊崇度，还吸引了
大批在外务工的退役军人回乡创
业。目前，涟源市返乡创业的退役
军人多达上千人，带动了上万名贫
困群众致富。

涟源市军地领导一致感到，在涟
源市农村，部队培养的优秀退役军人
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
许多村民称赞说，“兵支书”靠得住，
“兵主任”能担重任，“兵委员”都是好
党员。

新农村建设挑重担，湖南省涟源市积极选拔培养退役军人—

当过兵的人争做脱贫带头人
■本报记者 石纯民 特约记者 周 仁 通讯员 徐锦峰

4月22日,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武警云南总队丽江支队协调当地图书城送书

进警营，鼓励官兵多读书、读好书。图为战士正在挑选书籍。 廖天云摄

本报青岛 4月 22日电 记者吕德
胜、欧阳浩报道：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周
年中外海军联合军乐展示，22 日下午在
青岛五四广场举行。

联合军乐展示以“大海乐章·和平交
响”为主题，分为“和平之海”“和平之师”
“和平之歌”3个篇章。军乐展示在歌舞
《人民海军向前进》中拉开序幕。随后，

《沸腾的甲板》《共圆海洋梦》《与祖国同
行》《我们的新时代》《我爱你蓝色的海洋》
等 10余个节目轮番上演，奏响了中国海
军扬帆和平之海、维护世界和平的时代最
强音。来自泰国、越南、孟加拉国、印度 4
国海军军乐队逐一登台演奏经典曲目，将
演出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引起观众阵阵
喝彩。

中外舰艇官兵、青岛市民等 1200 余
人观看了演出。

据悉，多国海军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主
题灯光秀、舢板比赛、拔河等丰富多彩的
文化体育交流活动。这些活动将有利于
增进各国海军官兵的了解、互信和友谊。

上图：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王传顺摄

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

中外海军联合军乐展示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