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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李源潮同志代表党中央在

全国青联十二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六大上

的祝词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团委、 青联、 学联,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

部, 全国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青联, 中直机关团工委、 青

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 青联, 中央企业团工委、 青联,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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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团工委、 全国金融青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 中华全国

学生联合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家

副主席李源潮代表党中央所致的题为 《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

青春力量》 的祝词, 高度评价了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在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充分肯定了各级青联

和学联组织按照党的要求, 团结引导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在积极

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发出青年好声音、 传播青春正能量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对广大青

年和青年学生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对青联和学联工作提出了明确

要求, 指明了前进方向。 祝词高屋建瓴, 寓意深远, 内涵丰富,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当代青年和青年学

生的亲切关怀, 对青联、 学联工作的高度重视。 各级团委、 青

联、 学联要把学习党中央祝词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结合起

来, 充分认识党中央的祝词对青年一代成长和青年工作发展的意

义, 组织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党中央祝词精

神, 扎实工作, 求真务实, 开拓创新, 不断开创共青团和青年工

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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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青春力量

———在全国青联十二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六大上的祝词

(2015 年 7 月 24 日)

李 源 潮

同志们、 青年朋友们:

今天,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华

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了, 我受党中央委

托, 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和代

表, 向全国各族各界青年、 大中学生和留学生、 港澳台青年同

胞、 海外青年侨胞, 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党中央对这次大会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来贺信,

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 中央书记处各位同志和有关的党和

国家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开幕式,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青年和

青年学生的亲切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充分肯定了青联和

学联近年来工作取得的成绩, 对当代青年和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寄

予殷切期望, 对做好新形势下青联和学联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希望大家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和嘱托, 自觉贯彻落实到

各项工作中去。

过去五年, 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按照党指引的方向, 刻苦学

习知识本领, 积极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 树立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发出青年好声音, 传播青春正能量, 充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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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代青年胸怀祖国、 勇于争先、 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为党和

国家事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青春贡献。 你们以实际行动证明, 当

代中国青年不愧为大有希望、 大有作为的一代。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追求。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

代主题, 也是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 希望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同人民一起奋斗, 同人民一起前进, 同

人民一起梦想, 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 开拓者、 奉献者。

第一, 坚定理想信念, 自觉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找准人生

航向。 人民有信仰, 民族才有希望, 国家才有力量。 青年是国家

和民族的未来, 青年人追求什么样的理想, 不仅决定着人生的道

路有多宽、 能走多远, 更关系到国家的前途、 民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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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 希望广大青年坚定

理想信念, 自觉把人生追求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在

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航程中放飞青春梦想, 实现人生价值。

第二, 勤奋刻苦学习, 在向书本、 向实践、 向人民学习中成

长进步。 学习是人生进步的阶梯。 广大青年身处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的当代中国, 更加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立志成为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才。 希望大家珍惜青春学习的大好时

光, 努力学习掌握最新科学文化知识; 希望大家认识 “实践出真

知冶 的哲理, 勇于到基层一线、 艰苦地区、 复杂环境中去磨练意

—5—



志、 增长才干; 希望大家领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深刻道理,

虚心拜人民为师, 自觉从人民的劳动创造中汲取营养, 在与人民

的共同奋斗中成长进步。

第三, 创业创新创优,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

程中建功立业。 当前, 世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发

生, 各国都在加快推动创新创造, 以争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制高

点。 年轻人富于梦想、 勇于创造, 希望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党和国

家的号召, 走在创业创新创优的前列。 要做艰苦创业的一代青

年, 敏锐把握难得机遇, 勇敢投身创业实践, 不怕失败、 敢于坚

持, 奋力开创事业发展新天地; 要做大胆创新的一代青年, 勇攀

世界科技高峰, 勇追世界科技前沿; 要做争先创优的一代青年,

立足本职岗位, 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 以创业创新创优的青

春业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独特贡献。

第四, 追求先进、 积极进取, 发扬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 我

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是无数前辈前赴后继、 艰苦奋斗得来的, 要

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必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 勇于拼搏的精

神。 当今时代是一个不进则退的时代。 希望广大青年珍惜前人奋

斗的成就, 充分认识当代中国青年的奋斗责任, 不懈进取、 勇挑

重担, 以艰苦奋斗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

第五, 锤炼高尚品格, 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先

锋。 青年是时代风气的晴雨表。 青年一代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直接决定未来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取向。 希望广大青年牢记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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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要求,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社会新风尚。

要在勤学、 修德、 明辨、 笃实上下功夫, 努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要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从

中汲取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的思想道德精华。 要从现在做

起、 从自己做起、 从小事做起, 在社会生活中特别要在网络空间

上, 自觉抵制庸俗落后的负能量, 大力弘扬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同志们、 青年朋友们, 过去五年, 各级青联和学联组织在党

的领导下, 深入开展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组织带领

广大青年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广泛开展 “青

年志愿者冶 “希望工程冶 等公益活动, 关心帮扶特殊困难青年群

体, 服务青年和青年学生现实需求, 通过制度化渠道反映青年普

遍性利益诉求, 不断推进组织和工作创新, 取得了显著成效, 受

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 得到了人民群众和青年、 学生的

好评。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包括青联和学联在内的群团工作。 今年

初制定下发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

见》。 不久前召开了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

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深刻阐明了党的群团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 为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指明了方向。 青联作为青

年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学联作为青年学生群众组织, 都是党领导

下的重要群众团体。 青联和学联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党的群团工

作会议精神, 坚持走党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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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持和增强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 不断开创青联和学联

工作新局面。

当前, 青年思想观念日益多样、 群体结构不断分化、 利益格

局更加复杂, 做好青年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尤为重要和紧迫。 各级

青联组织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向, 始终高举爱国

主义、 社会主义旗帜,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 最大限度

地把海内外中华青年团结起来、 组织起来, 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一要引领青年坚定不移跟党走。 坚持党的领导, 是实现各族

各界青年大团结大联合的根本保证, 是保持和增强青联工作政治

性的必然要求。 各级青联组织要深入开展耐心细致、 形式丰富、

针对性强的思想引领工作, 使中国梦成为各族各界青年共同追求

的奋斗目标,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各族各界青年衷心拥护的

发展道路,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各族各界青年自觉践行的

行为准则, 组织引导广大青年满怀自信地跟着党走, 朝着民族复

兴的美好未来迈进。

二要动员青年到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建功立业。 这是青联组

织保持和增强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是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的重要

体现。 各级青联组织要充分发挥组织动员优势、 人才智力优势、

资源整合优势, 带领广大青年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主战场, 敢闯敢干、 创业创新创优, 努力成为推动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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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满腔热情为青年成长成才服务。 为青年服务是青联工作

的生命线, 是保持和增强青联组织群众性的必然要求。 各级青联

组织要强化群众观念, 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做好服务青年工

作。 要从青年最紧迫的需求入手、 从最需要帮助的青年群体着

眼、 从自身最有优势的领域发力, 千方百计为青年排忧解难, 努

力做广大青年信赖的贴心人。

四要大力推进青联组织自身的改革创新。 以解决脱离群众的

突出问题、 加强与本组织所代表群众的紧密联系为导向, 推动自

身的改革创新, 是党中央对做好新形势下群团工作的明确要求。

各级青联组织要以自我革新的勇气, 下大气力解决突出问题, 把

“三严三实冶 的要求贯穿到工作各方面。 要合理调整界别设置和

委员结构, 更多把基层一线优秀青年特别是新兴领域青年中的优

秀分子纳入组织, 着力增强广泛性和代表性; 要经常性、 制度化

地深入青年, 组织活动请青年一起设计, 部署任务请青年一起参

与, 表彰先进请青年一起评议; 要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青年合法

权益, 反映青年合理诉求, 有序参与协商民主; 更好联系和引导

青年社会组织, 延伸工作手臂, 影响和吸引更多青年。 下大气力

开展网上工作, 亮出青联旗帜, 发出青联声音, 形成网上网下有

机联动、 全面覆盖的工作格局。

青年学生是未来中国的人才之源, 党和国家特别重视青年学

生的健康成长。 学联在引导青年学生高扬理想、 追求进步中肩负

重要责任。 各级学联组织要在党的领导下, 配合国家教育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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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 广泛开展理论学习、 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等活动, 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

自信; 要切实代表和维护学生合理利益, 帮助他们解决学习、 生

活、 创业、 就业等方面遇到的现实困难, 为学生实现多彩梦想创

造条件; 要倡导和组织学生自我服务、 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引

导学生有序参与学校治理, 培养学生的自立能力、 合作意识、 法

治精神, 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打下扎实根基。

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 塑造青年才能塑造未来。 各级党委

要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全局高度, 充分认识青年工作的重

要性, 切实加强对青联、 学联工作的领导, 既要把方向, 又要给

支持, 使青联、 学联组织更好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广大青年的桥梁

和纽带作用, 把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共青

团要更好发挥在青联中的核心作用, 加强对学联的指导, 帮助他

们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 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年事业, 支

持青年发展, 为青年成长成才和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青年朋友们, 国家的未来属于你们, 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你们

身上。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 锐意进取、 扎实苦干, 努力在实现 “两个

一百年冶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

汇聚青春力量、 谱写青春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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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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