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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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荩荩（下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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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
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全省共青团系统和广大青年热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湖南日报4月30日讯 （记者 贺佳 周帙
恒）围绕“扩大开放合作、提升制造业外向型
发展水平”这一主题，4月28日至30日，全国政
协常委、 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杨雄率全国政协
外事委员会调研组一行来湘开展专题调研。
在湘期间，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长沙与杨雄座
谈。

座谈中，杜家毫说，湖南是制造业大省，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壮
大实体经济作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攻方
向，坚持“破旧”与“立新”并举，一手抓小煤
矿、 非煤矿山、 冶炼等落后污染产能淘汰退
出，一手抓智能制造、轨道交通、电子信息、新

材料等新经济新动能培育， 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和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经济保持平稳健康
发展， 初步走出了一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当前，湖南正深入实
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着力扩大对外开
放，致力提升制造业外向型发展水平。希望调
研组一行加大支持指导力度，多提宝贵意见，
助推湖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杨雄说，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南发展制造业有
基础、有优势，在扩大开放合作、提升制造业
外向型发展方面做了许多有益探索， 涌现了
一批走在全国前列和行业前沿的知名企业。

调研组将认真听取意见建议，总结经验做法，
推动制造业更好地适应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
产业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在湘期间， 调研组一行分赴长沙经开区
和高新区，实地走访了中联重科、三一集团、
山河智能、博世汽车、远大住工、三菱汽车等
多家企业，了解产业发展，听取意见建议，并
与省直相关部门、 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座
谈交流，深入探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王民， 全国
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委员马正其、刘卓明，
省领导谢建辉、贺安杰、袁新华等参加调研或
座谈。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调研组来湘调研
杜家毫与杨雄座谈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王慧崎

这个神奇的故事， 发生在中国兵器江麓
机电集团301车间：利用普通铣床，在鸡蛋上
铣出一个圆，且不穿破蛋壳内膜。

闻之令人惊讶不已。
创造这个奇迹的便是江麓机电集团数控

铣工高级技师唐银波。
鸡蛋壳厚度仅0.2毫米， 内膜轻轻一捅就

破；且鸡蛋为不规则曲面，稍有不慎就会前功
尽弃。唐银波用其娴熟的操作功底，完成了这
件普通铣工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

提到唐银波，在江麓集团乃至全国军工系

统可是大名鼎鼎。他先后获得“湖南省技能大
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第十一届
中华技能大奖”以及中国兵器首席技师等荣誉。

临时工成了技能大师
1994年， 唐银波考入江麓技工学校铣工

专业。铣工，也成了他选择的终生职业。
进入技校之前， 唐银波已在江麓机电集

团当了3年临时工。
1991年，唐银波初中毕业来到公司，准备

接父亲的班。
唐银波想，接班虽然能解决饭碗问题，但

不能满足于此，还是学点过硬的技术好。

他去上技校。
铣工加工范围比较广， 加工类型多。模

具、齿轮、涡轮以及不规则的零部件，这些随
处可见的机械零部件， 或许不少人认为是流
水线批量生产出来的， 根本没有多少技术含
量，其实不少都是铣工一刀一刀“雕刻”出来
的。铣削加工，其实是一门深奥的艺术。

3年孜孜以求，1997年唐银波以优异的成
绩毕业，被中国兵器江麓机电集团录取。

他到301车间当了铣工。
刚进车间时， 看着师傅们将一件件毛坯

变为一个个复杂而精密的零部件， 唐银波羡
慕不已。 荩荩（下转6版）

铣加工，他当成了雕刻的艺术
———记全国劳动模范、 中国兵器江麓机电集团

数控铣工高级技师唐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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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2019中国(长沙)
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还有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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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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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 中华民族的未来
也属于青年。4月30日，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
年大会在北京举行。 我省15名青年代表出席
了大会，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 大家纷纷表示， 将谨遵总书记的谆谆教

诲，将个人之小我融入国家民族之大我，让奋
斗的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总书记的话讲到了我们心坎里”
“总书记的讲话既温和，又铿锵有力，能

够感受到他对我们年轻人的殷切期盼， 令我
们很受鼓舞。” 荩荩（下转3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于振宇 雷鸿涛 王晗

五四风雷激荡百年， 青春中国风华正
茂。

习近平总书记4月30日在纪念五四运
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共青
团系统和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
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语重
心长，饱含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待、对青年
成长的深切关怀。我们要拿出新时代的青年
担当，勇担重任、砥砺自强、拼搏奋斗，在实
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做青年的知心人、热心人、引路人
“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以及

全社会都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
严格要求青年，关注青年愿望、帮助青年发
展、支持青年创业，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
青年工作的热心人、 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话语， 在团干部
中引起热烈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深刻揭
示了党与青年、国家民族与青年的关系，又
对全体青年、全党、全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
和殷切希望， 为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团省

委书记汤立斌说， 全省共青团组织要把学
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抓牢抓实，通过深入开展“青年
大学习”行动，引导全省广大青年学深悟
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
想，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要继续发
扬“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紧扣

“三个根本性”问题，在认真履行引领凝聚
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职责上
下功夫， 积极动员广大青年在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征
程中建功立业。

共青团洪江区委员会书记戴钦说，党
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 作为新时代共青团
的干部，要主动走近青年、倾听青年，真情
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坚持与青年心贴心交
友， 坚持与青年面对面交流， 想青年之所
想，解青年之所难，引导、帮助青年在新时
代建功立业，续写“百年五四”的青春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向新时代中
国青年提出了六点要求， 为我们青年团干
部和青少年学生的成长指明了正确的方
向。”湖南师大附中团委书记李钊说，作为
一名中学的团干部， 应当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 荩荩（下转3版②）

我省15名青年代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表示———

让奋斗的青春
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