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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关于认真学习李源潮同志

在 “传播青春正能量冶 优秀青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全国

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

委,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

委:

5 月 4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同志在

参加 “传播青春正能量冶 优秀青年座谈会时, 发表了题为 《为

实现中国梦传播青春正能量》 的重要讲话。 李源潮同志在讲话

中, 勉励广大青年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真善美、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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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的重要指示精神, 深刻领会传播正能量对国家、 对民族、

对社会的重大意义, 勇敢承担起传播青春正能量的时代责任。 李

源潮同志要求, 广大青年要传播爱国报国、 艰苦奋斗、 担当尽

责、 尊法守信、 团结互助、 好学向上的正能量, 肩负起为实现中

国梦不懈奋斗的时代重任。

认真学习李源潮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 对于全团组织引导广

大团员青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

国、 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传播正能量,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各级团组织要把学习李源潮同志重要讲话精神, 与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持续深入地抓好学习宣传贯彻, 更好地

带领广大青年争当青春正能量的传播者、 践行者。

共青团中央

2015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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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中国梦传播青春正能量

———在 “传播青春正能量冶 优秀青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5 年 5 月 4 日)

李 源 潮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很高兴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一起

座谈交流。 在座的, 有全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 全国五四青年

奖章集体代表, 有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团干部和团组织代表, 还

有网上网下一起推选出来的 “向上向善好青年冶 “中国好网民冶。

你们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先进代表, 我要向你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奉

献与贡献表示感谢! 并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的问候!

今天的座谈会以 “传播青春正能量冶 为主题, 很有意义。

刚才, 大家谈了各自的经历和体会, 我听了很受启发、 很受鼓

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弘扬真善美, 传播正能量, 为实

现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 我理解, 正

能量就是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而这种追求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

族、 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 在当今中国社会大力传播正

能量, 能够加快推进我们国家的改革与发展进程, 能够更有力地

支撑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 能够充分激发中华儿女同心同德、 共

同奋斗的精气神。 因此, 每个有志向、 有抱负的青年人都应该很

好地思考, 当今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正能量? 中国的青年人应

该怎样传播正能量? 这里, 我结合大家的发言, 谈几点想法,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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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交流。

第一, 传播爱国报国的正能量, 把握青春奋斗的大方向。 爱

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 “愿得此生长报国, 何

须生入玉门关冶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冶 “苟利国

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冶。 几千年来, 中国人始终坚信只有

国家好, 民族好, 个人才会好。 近代以来, 无数有志青年为救亡

图存、 振兴中华不懈探索、 冲锋在前。 今天是 “五四冶, 五四精

神首先是爱国精神。 在爱国精神的激励下, 一代又一代青年为争

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作出了牺牲和贡献, 也为青年

自身的发展进步开辟了广阔空间。 当代青年赶上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好时代, 青春之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但个人追求只

有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人生才会有更多出彩的机会。 中国是

现在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 最能成就梦想的地方。 中国科技事业

的发展成就了大批青年科学家, 这次全国 25 位五四奖章获得者

中, 有 6 位是年轻科学家。 中国梦需要青年, 中国梦也成就青

年。 希望广大青年弘扬爱国报国的优良传统, 围绕国家和人民的

发展需要确定自己的人生理想目标, 在为实现中国梦奋斗的时代

洪流中激扬青春正能量。

第二, 传播艰苦奋斗的正能量, 激发创业创新创优的活力。

“悠悠万世功, 矻矻当年苦冶。 大到国家小到个人, 没有艰苦奋

斗的精神, 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这都是靠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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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奋图强干出来的。 我们要清醒看到, 现在中国的改革发展任务

依然艰巨繁重,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发展之前的少。 邓小

平同志强调,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 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

紧, 一直要抓 60 至 70 年, 我们的国家越发展, 越要抓艰苦创

业。 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国家大力鼓励和支持青年

创新创业, 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为青年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创新创业

空间。 但机遇和成功只属于那些不怕吃苦、 脚踏实地的人, 属于

那些不懈追求、 敢于创新的人。 陈伟星在浙大读书期间就开始创

业, 大学毕业后越干越起劲, 2012 年开发国内首款打车软件———

快的打车, 2013 年创办小美生活移动电子商务平台, 去年又开展

智能运输。 蒙古族青年阿腾都西, 自幼双腿无法站立, 但他意志

顽强, 刻苦学习金银饰品加工技术, 从一片小店干起, 发展到占

地 1 万平米的现代工厂, 年营业近千万元。 藏族小伙子周啟龙,

八年来一直坚守在海拔 5000 多米的青藏铁路唐古拉车站, 缺氧

不缺精神, 艰苦不怕吃苦, 练就钢轨伤情检测一流技术。 武警北

京特种大队刘洋, 冬练三九、 夏练三伏, 一身硬功夫, 多次带队

圆满完成警卫任务, 两次代表武警部队摘得国际特种兵大赛———

约旦 “勇士冶 冠军。 我们希望当代青年艰苦奋斗, 并不是要求

大家过以前那样的苦日子, 而是希望青年人加入大众创业、 万众

创新的队伍, 在困难面前不低头, 在挫折面前不气馁, 自觉到艰

苦环境中磨练意志,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干事创业。

第三, 传播担当尽责的正能量, 促进社会风清气正。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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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亡, 匹夫有责冶。 担当社会责任, 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青年人

更是责无旁贷。 先进青年应该做良好社会风尚的实践者、 引领

者。 前几天我看了新华社的报道,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大三学生孟

瑞鹏为救 2 名落水儿童英勇牺牲。 2 月 26 日, 正放寒假的孟瑞鹏

到河南清丰县的赵楼村去看望朋友, 这时正在湖边玩耍的 2 名儿

童不慎落水。 他听到呼救声, 立即奋不顾身跃入水中。 2 名儿童

得救了, 但因天冷水深, 不会游泳的他不幸牺牲。 学校整理孟瑞

鹏遗物时, 发现他在一个旧笔记本上写的一段话: “不是任何情

况都允许你暂时的逃避与停止。 面对紧急情况, 必须立即武装,

立即反应, 主动出击冶。 孟瑞鹏用宝贵的生命兑现了自己的誓言。

他的老师说, 孟瑞鹏的事迹代表了当代 “90 后冶 大学生最美好

的正能量, 体现了当代青年的高度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精神。 孟

瑞鹏的先进事迹应该广泛宣传, 这种见义勇为的正能量应该大力

传播。 现在网络越来越成为弘扬清风正气的重要阵地。 网上那些

乌七八糟的东西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很大, 党和政府已经采取有

力措施治理网络环境, 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还要网络上的正

能量形成冲抵负能量的汪洋大海。 这次评选出的 “中国好网民冶

雷希颖, 去年在网络上发起 “我和国旗合个影冶 活动, 引发广

大青年网友的热情参与; 去年首个国家公祭日, 他又制作和发布

了网络版抗战爱国地图, 用直观的画面帮助青年网友感受抗战和

缅怀先烈, 在网上传递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正能量。 要在网上树正

气, 首先要把好网民树起来, 树立激浊扬清的导向, 让沉默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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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踊跃加入好网民的队伍, 网络空间将更加健康有序, 整个社

会将更加风清气正。

第四, 传播尊法守信的正能量, 推动共建法治社会。 人无信

不立, 国无法不治。 诚信守法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根基和底线,

青年人走向社会, 首先要从诚信守法做起。 宁夏银川的诚实守信

好青年杨林, 八年如一日, 辛勤劳动、 省吃俭用, 替去世的父亲

还清了 17 万元债务。 这些年, 社会上不时出现诚信危机事件,

损害的不仅仅是当事人的利益, 还伤及整个社会的人际公信力。

青少年最容易成为社会失信的受害者, 也最能成为社会失信的校

正者。 希望广大青年尊法守法,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正能量,

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第五, 传播团结互助的正能量, 汇聚为民奉献的爱心力量。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 也是社会主义

道德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 工人阶级能够实现集体行

动, 靠的是基于共同生存现实而产生的相互信任, 以及在这种信

任基础上的互助合作。 新中国的农村合作社首先是从青年换工

队、 互助组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遭遇地震、 洪水、 泥石

流等重大自然灾害的危急关头, 全国人民团结一心、 抗灾救灾,

青年总是冲在急难险重的第一线。 在日常社会生活中, 青年是助

人为乐的主要群体, 雷锋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一代又一代青年

志愿者把雷锋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国家电网山东曹县供电公司的

王东, 将非亲非故的孤寡老人陈凤兰接到自己家中一住就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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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像亲人一样照顾。 有人说, 现在是市场经济了, 集体主义过

时了, “各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冶。 我坚决不同意这

种说法。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社会越进步越需要团结互助。

希望当代青年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使奉献、 友爱、 互

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全社会生根发芽。

第六, 传播好学向上的正能量, 与时代一起向前进。 中华民

族是一个崇尚学习的民族, “学而时习之, 不亦乐乎冶 “君子之

学必日新, 日日新冶 “人不读书, 其犹夜行冶 “自古圣贤, 盛德

大业, 未有不由学而成者也冶。 毛泽东同志寄语广大青少年 “好

好学习、 天天向上冶, 倡导的就是一种求知精神、 向上精神, 这

对青年人尤其重要。 青年人处在学习的黄金时期、 人生的起步阶

段, 保持好学上进的追求, 能够为人生事业的发展打下良好基

础。 学习可以使人不断开阔眼界、 开阔思路、 开阔胸襟。 一个学

习的民族才有希望, 一个向上的民族才有活力。 当今世界进入信

息时代, 知识的生产和更新不断加快, 信息传播方式在发生革命

性的变革, 青年人学习的任务不是更轻了而是更重了。 最近公布

的第 12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 2014 年我国国民人均纸

质图书阅读量为 4. 56 本, 而以色列为 64 本、 俄罗斯 55 本、 日本

40 本、 法国 20 本。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学习差距。 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 青年人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 作为一种责

任、 一种精神追求、 一种生活方式, 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

动力, 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希望广大青年养成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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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的良好品格, 学以修身、 学以立业、 学以致用, 掌握好为国

家、 为社会、 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肩负起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

的时代重任。

在座各位都是当代青年的优秀代表, 希望大家珍惜荣誉、 当

好表率,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力传播青春正能量。

各级团组织要广泛宣传优秀青年的先进事迹, 在青年中掀起学习

先进、 争当先进、 传播青春正能量的热潮, 把蕴藏在广大青年中

的创造能量和活力充分激发出来, 为实现中国梦汇聚磅礴的青春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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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5 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