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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青春，精彩人生，壮丽国家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湖南青年师生热议
——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余蓉 徐德荣
见习记者 唐曦 李孟河 彭婷

4月30日上午，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湖南各大高校、中学组织师生通过电视、互
联网、手机客户端等方式收听收看了大会盛况。
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 湖南青年
师生们激情澎湃， 纷纷表示将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
者，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让青春在创
新创造中闪光。

重 温 100 年 前 那 段 激 情 岁 月 ，
五四精神依然是我们砥砺前行的
伟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带领广大青年重温了
100年前那段青年救国的激情岁月， 进一步加
深了广大青年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的认识。”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团委书记谭志
华说。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历
史事件。穿越一百年的历史时空，五四精神依然
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伟大精神动力。今天我们纪
念五四运动，传承五四精神，就要继续弘扬伟大
的爱国精神，厚植强烈的家国情怀，激活民族复
兴的远大理想，沸腾艰苦奋斗的青年血性，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汗水、 智慧与力
量。”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建新教授
说。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讲话让我受益匪浅，
100年前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所创造的爱国、进
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已融入中华儿女血
液，成为民族复兴之路上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
将谨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继续发扬五四传统，
大力弘扬五四精神，将青春之我融入新时代改
革发展新征程。” 长沙学院影视艺术与文化传
播学院2016级学生胡连成说。
“聆听总书记的讲话，重温100年前那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加深了我们对五四运动历史意
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作为青年人的我们只有

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用历史的光芒照亮
未来，才能更加步履铿锵、勇毅笃行。”湖南师范
大学文学院201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周敏
说。
长沙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2017级学生
陈晓菁说：“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
加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我们要珍惜这个时代，担
负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不
负 重 托 ，传 承 五 四 精 神 ，争 做 建 功
新时代的新青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
底色”，引起湖南青年学子的强烈共鸣。全国优
秀大学生、“中国好人”、 长沙理工大学邹勇松
说：“在与疾病抗争的日子里， 我真切地感受到
了青春时光的宝贵， 也深刻理解了习近平总书
记说的话，‘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也许每
个人的青春都有不同的滋味， 但我的青春就是
在长期拼搏奋斗中度过的， 也体会到了奋斗给
我带来的幸福。今后，我会更努力、更奋斗、更优
秀， 用自己的发明创造帮助更多的人， 服务社
会！”
湖南中医药大学团委钟晴， 作为全国优
秀共青团干部代表， 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她说，能够在人民大会堂现场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内心无比激
动， 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作为高校教育工
作者、 共青团干部， 我将认真领会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 牢记嘱托， 始终秉承立德树人
的根本宗旨， 将五四精神的学习、 发扬与传
承落实到高校共青团的日常工作之中， 落实
到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引领过程之中， 与我
们的青年学子一起，不忘初心，砥 砺 前 行 ， 争
做建功新时代的新青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振兴必须依
靠自己，没有人会恩赐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这
既是习近平总书记鞭策当代青年要以五四精神
为指引，增强爱国奋斗本领，更是勉励我们迎难
而上，挺身而出，将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人民
的大我之中。” 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级博士研究生安柏楠说。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教授邹

滨是位80后科研工作者。他说，秉承五四精神，
就是要弘扬其爱国精神、家国情怀，勇于责任担
当。我们的国家现在蒸蒸日上，但还有很多迫切
需要解决的重大科研问题， 还需要我们能坐住
冷板凳，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以攻坚克难的勇气
去开展国家需要的创新研究工作。
湖南商学院“十佳青年”、大三学生李溶栗
说：“总书记的讲话语重心长、鼓舞人心，尤其是
总书记说的青年要练就过硬本领， 以真才实学
服务人民。我是一名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我现
在的规划是努力考取马克思主义方向的研究
生，学有所成后，把自己的所学所能奉献给家乡
发展。”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2017
级学生银雅婷说，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共青团干
部，定当牢记总书记嘱托，摆脱青年人不该有的
“暮气”，要在奋斗中摸爬滚打，体察世间冷暖、
民众忧乐、现实矛盾，并从中找到人生真谛、生
命价值、事业方向。
第五届“向上向善湖南好青年”、南华大学
计算机学院2016级软件工程专业学生王玉峰
说，他将把爱国情怀化为追求进步的力量，做好
每一件小事，履行每一次职责，用青春之我，创
造青春之中国。
全国自强之星提名奖获得者、 湖南工程学
院学生孙萍秀说，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们要铭记
总书记的寄语，惜时如金、孜孜求学，用奋斗的
青春充实人生，把青春理想、青春活力绽放到极
致。
长沙市一中高二学生、2018年度全国“最
美中学生”标兵获得者曾晨希说，作为当代共青
团员，聆听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内心激动，热
血沸腾。总书记说：“青年志存高远，就能激发奋
进潜力， 青年岁月就不会像无舵之舟漂泊不
定。”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有责任去担当历史
交给我们的重任。坚定信念，学好本领，莫负青
春，精彩我们的人生，壮丽我们的国家。
“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要在做好每
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
见精神。奋斗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往往荆棘丛
生、充满坎坷。强者，总是从挫折中不断奋起、永
不气馁。”吉首大学古代文学史专业研究生朵玉
娇说。

工程机械之都的光荣与梦想
—
——2019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威克诺森：为寻找合作伙伴而来
欧洲小型建筑机械引领者，参展面积为120平方米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张飚）2019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吸引

了23家
“
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企业，包括两
家德国企业，其中一家是2019年世界排名第二十
五位的威克诺森，参展面积为120平方米。
威克诺森源自德国， 在欧洲是一个家喻户

晓的百年品牌， 服务中国市场已有20多年。与
其他挖掘机品牌商相比， 威克诺森专注生产小
微挖掘机和路面工程机械小设备。 其依靠稳定
可靠的产品、创新领先的技术、绿色环保的理念
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成熟的物流网络等，发展成
为世界闻名的小型养护机械领域全能型选手。

让奋斗的青春
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荨
荨（紧接1版①）麻阳苗族自治县霞飞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兼）
谭霞说。
2008年底，谭霞辞去城里教师的工作回到
家乡创业， 参与湖南第一个大学生村官创业
园——
—麻阳谭家寨乡楠木桥村大学生村官创业
园的开发建设， 牵头成立了麻阳长寿中药材开
发专业合作社， 从事中药材开发和苗医苗药资
源开发利用，目前带动了227户913名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青年的鼓励，让
谭霞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追梦路。“作为新生代的
青年， 就是要把奋斗的青春留在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 奋斗的过程总会有苦有甜， 只要坚持下
去，梦想总会实现。”谭霞说。
“总书记的话讲到了我们青年心坎里。” 在
现场聆听总书记讲话的还有来自岳阳的钟瑛。
钟瑛是今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她创立

的岳阳市田园牧歌有限公司通过发展绿色农业
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帮助农民实现粮食增产8万
多吨、节本增收2.3亿元以上。
钟瑛认为，无论多苦多难，都要像总书记教
导的那样不贪图安逸， 不惧怕困难， 不逃避责
任，坚定理想信念，俯下身来为脚下的土地和乡
亲们做点有益的实事， 留下奉献青春的美好回
忆。“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到农村创业的青年来
说，不能有逃避和畏难的情绪，要发挥初生牛犊
不怕虎、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刚劲和勇毅，为乡村
振兴贡献青年力量。” 钟瑛说。

“将小我融入到祖国和人民的
大我”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坚定了方向，青年个人
的发展必须要融入国家发展的长河中。”现场聆
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后, 湘潭大学干事杨
怀保对记者如是说。

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荨
荨（紧接1版②）我们要传好手中的接力棒，把
关爱送到青少年身边，把关怀送到青少年眼前，
深化青少年思想引领，切实提供成长成才服务，
引导他们将个人梦与国家梦、民族梦有机结合
起来，实现个人的青春价值、人生意义。
团省委统战部部长、省青联秘书长李卫锋
说，全省青联组织将继续加强自身建设，以增强
代表性和广泛性建设为着力点，进一步提升青
联的凝聚力；以创新工作方式为着力点，进一步
提升青联的动员力；以改进工作作风为着力点，
进一步提升青联的战斗力，更好地凝聚好青年、
组织好青年、联系好青年、服务好青年。

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我们有决心为青年跑出一个好成绩，也期待现
在的青年一代将来跑出更好的成绩” ……在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期望和深情寄语里，湖湘
青年们也读懂了自己的使命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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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手机上刷大会图文直播的吉首市丹青镇
副主任科员谌青，看到总书记的这句殷殷寄语，
会心一笑。这位湘西姑娘2017年从北京大学研
究生毕业后，毅然选择了回到家乡，用自己的青
春和汗水绘就了一幅关于奉献的“丹青画卷”。
“100年前，无数的爱国知识青年前辈们团
结起来， 为民族存亡而振臂高呼；100年后，我
们这些同样胸怀理想的时代青年聚在一起，为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躬耕基层。”谌青说，时代
变了，中国青年为人民战斗、为祖国献身、为幸
福生活奋斗的精神没有变。 我们要勇于担负起

此次长沙参展，亮相的产品包括EZ17紧凑
型无尾挖掘机、803迷你型挖掘机、6吨挖掘机
机型ET60和ET66、RD系列压路机等。 威克诺
森803设计紧凑、操控简便，能顺利通过各种狭
小地带。 如室内若要进行拆除、 翻新或内部修
复，操作手可以将威克诺森803开进房间，在现
场进行精准操控。
威克诺森表示， 公司十分重视此次长沙参
展，展会期间除了充分展示公司最新产品、扩大
品牌影响力外，希望能够找到实力强、规模大的
代理商，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

杨怀保出生于陕西省勉县的一个特困村，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帮助， 顺利完成
了学业。2010年，杨怀保从湘潭大学毕业，婉拒
了多个单位抛出的“前景”和“钱景”广阔的工作
机会，走上了专职公益道路，克服各种困难，发
起成立了全国首家敬老公益基金， 发展青年志
愿者3万余人，照护服务老人2万余人，资助困
难学子1700多名。
“青年学子们在我们的鼓励下坚守梦想初
心，保持朝气蓬勃的状态，成为我坚持不懈的动
力之源。 我很庆幸能够成为湘潭大学的一名教
师， 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 继承和发扬爱国进
步、向上向善的五四精神。”杨怀保说。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旗所指，
就是团旗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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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和青年学生的成长指明了方向。”湖南商学院
团委书记、 全国优秀团干部曾晶现场聆听了总
书记讲话后说，“作为一名高校团干部， 要用心
做好新时代青年学生的知心人、 热心人、 引路
人，引导青年学生将自己的‘小我’融入到祖国
的‘大我’与人民的‘大我’中，培养学生的家国
情怀和责任担当，做勇担使命的时代新青年！”

新时代赋予新青年的责任和使命， 积极响应党
和国家的号召，既在担当中历练，也在尽责中成
长，继续在深爱的土地上发光发热，贡献自己的
青春力量。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
激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于砥砺奋斗， 海归青
年吴震宇对此很有共鸣。
吴震宇曾在德国留学9年，回国后一直在工业
制造领域工作。最让他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在公司
参与赞比亚援建项目中， 实现60公里援建道路使
用电力离网储能超级电容器
“湖南造”。从德国制
造、日本制造、美国制造……再到中国制造，无数
像吴震宇这样的中国青年， 用一点一滴的奋斗与
付出，拉近中国与世界顶尖水平的距离。
“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吴震宇说，今天的
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 我们
要以奋斗的姿态做好每一件小事、 完成每一项
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中
挥洒汗水，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让
青春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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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能制造统领产业转型升级”
胡衡华与央媒交流长沙高质量发展
湖 南 日 报 4 月 30 日 讯 （ 记 者 熊 远
帆）今天，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推

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采访团结束了在
长沙的调研。上午，省委常委、长沙市委
书记胡衡华与采访团交流， 并接受中央
媒体采访，他表示，长沙将以智能制造统
领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
两天半的采访活动中， 采访团在湖
南大学机器人研究院、 工业设计研究院
以及中南大学科技园了解了大科城的产
学研转化；在中联环境、梦洁家纺、博世
长沙、 三一集团等企业调研了长沙智能
制造的发展成果； 在马栏山视频文创园
感受了长沙视频文创产业实力。

胡衡华接受央媒采访时表示， 近年
来，长沙以智能制造统领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了发展理念，增强了企业实力，拓展
了应用场景，也激活了新兴业态。未来，
长沙将以园区为发展载体， 聚焦数字经
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共享
经济“五大新经济形态”，强化新一代人
工智能、新能源、功能材料、信息终端、生
物基因、视频等“六大技术”攻关，打造智
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等“七大应用场
景”，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长沙将以“产
业项目建设年”“营商环境优化年” 活动
为着力点，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交出高
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

许显辉在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坚决打赢
全省道路交通安保攻坚战
湖 南 日 报 4 月 30 日 讯 （记 者 李 国 斌
通 讯 员 雷 文 明 ） 今天，省道安委召开全

体成员单位会议暨2019年全省道路交
通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总结和安排
部署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副省长、省
道安委主任许显辉出席会议并讲话。
当前，我省驾驶人总量超过1530万
人、机动车保有量突破1340万辆，年复
合增长率达到了14%， 道路通车里程达
到24万公里。许显辉要求，全省各级各
部门要准确把握当前道路交通安全所
面临的隐患治理难、疏堵任务重等复杂
形势，突出重点，补齐短板，确保全省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要全力打好
农村治理攻坚战，建立健全县级政府负

总责、乡镇政府负主责的农村道路交通
安全责任体系，加快推进完善“路长制”
和“两站两员”规范化建设，按照“两乡
镇一中队”的标准推进农村交警中队建
设，推行“辅警管交通”，打通农村交通
管理“最后一公里”。要全力打好高速治
理攻坚战，交通、应急、公安等部门联动
协作，巩固深化高速“六个一律”常态整
治， 加强对高风险路段的整改治理，全
面提升道路本质安全度。要全力打好城
市治理攻坚战，持续深化“六个严查”工
作措施，积极开展全国交通管理示范城
市创建，不断完善城市交通治理体制机
制，推动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水平整体提
升。

接受请吃还索要粽子
湖南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湖 南 日 报 4 月 30 日 讯 （ 记 者 张 斌
通 讯 员 蒋 伟 ） 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

请吃， 还索要粽子、 水果礼盒； 进修学
习期间到养猪场调研搞违规吃喝 ……
4月30日， 省纪委公开通报了我省近年
来查处的5起发生在节日期间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相关责任人均
受到相应处分。
5起典型问题中， 有2起涉及违规吃
喝问题。 长沙市岳麓区两型办主任郑明
方接受岳麓区老旧小区油烟治理项目供
货商刘某安排的请吃活动， 并收受刘某
1万元礼金； 2018年端午节前夕， 郑明
方向刘某索要7份粽子、 水果礼盒， 发
放给两型办干部， 郑明方本人领取1份。
湘潭市家畜育种站党支部书记、 站长向
拥军在湘潭市委党校参加科级干部进修
班学习期间， 邀请岳塘区下摄司街道党
工委委员、 副主任、 政协联工委主任罗
军等8名进修班同学， 到某养猪场调研，

并接受养猪场安排的中餐， 向拥军、 罗
军饮用自带白酒1瓶。
另外3起涉及违规办宴、 违规发
放津补贴和公款旅游问题。 衡山县交
通运输和旅游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赵
军在该县白果镇延兴村老家为其母亲
操 办 80 岁寿宴， 共设宴21桌， 违规收
受礼金1.73万元。 经澧县人民医院党委
委员、 副院长兼澧州司法鉴定所法人代
表曾凡初同意， 澧州司法鉴定所以端午
补助等形式违规发放津补贴30.11万元，
曾凡初从中领取3.73万元； 该所还以业
务联系或节假日补助的名义， 违规列支
公款送礼费用8.72万元。 曾凡初还存在
违规兼职取酬等问题。 安化县民政局党
组成员、 离退休干部工委委员伍哲晖组
织县民政局30名离退休干部， 赴延安红
色教育基地开展党性教育活动， 违规游
览黄帝陵、 壶口瀑布、 兵马俑等旅游景
点， 产生公款旅游费用2.507万元。

长沙公安打击整治“
三贷三霸”
破获涉黑涉恶团伙犯罪案件60起
湖 南 日 报 4 月 30 日 讯 （记 者 李 国 斌
通 讯 员 刘 彬 ） 今天，长沙市公安局对外

通报，自4月初开展集中打击整治“三贷
三霸”（
“套路贷”“校园贷”、 非法高利放
贷，村霸、市霸、行霸）专项行动以来，长
沙市公安机关共打掉“三贷三霸”涉黑组
织1个、恶势力犯罪集团1个、涉恶团伙3
个，破获涉黑涉恶团伙犯罪案件60起，刑
拘涉黑涉恶团伙犯罪嫌疑人46名。
3月24日晚，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
接到报警称： 在天心区黄兴南路黄兴广
场，有10余人手持砍刀、棍棒对一男子进
行追砍。天心分局侦查发现，今年1月至4
月，天心区发生多起类似案件，且系同一
团伙成员所为。民警锁定目标，共抓获犯
罪嫌疑人14人。经审讯深挖，该案涉及一

个以黄某为首的恶势力团伙， 长期混迹
于长沙市解放西路周边，从事抢劫、寻衅
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造成恶
劣社会影响。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深挖
彻查中。
据介 绍 ， 集 中 打 击 整 治“三 贷 三
霸”专项行动时间从今年4月至6月底，
既抓大要案件查办， 又抓群众身边黑
恶犯罪， 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涉黑涉恶涉乱问题。近一个月来，长沙
公 安 还 破 获 10 类 涉 恶 犯 罪 案 件 62 起 ，
刑拘10类涉恶犯罪嫌疑人224名；破获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4起，刑拘涉众型
经济犯罪嫌疑人15名； 办理“三贷三
霸 ” 行 政 案 件 92 起 ， 行 政 拘 留“三 贷 三
霸”违法人员155名。

司法所长暴力催债沦为恶势力保护伞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训忠 陈荣蓉

“武甲林作为一名基层司法所长，
退休后帮恶势力讨债，却把自己讨进了
监狱。”4月16日， 郴州市北湖区燕泉街
道纪工委书记陈荣蓉说，武甲林如今被
全区通报，自己悔不当初。
武甲林以前因投资失败，2013年退
休时欠下不少外债，面对何国忠邀其一
起讨债的差事，便一口答应了。2014年9
月22日10时许，何国忠电话联系欠款人
何某（欠何国忠400余万元）来到位于湘
南风情康居园一住房内， 催其还钱。因
言语冲突， 武甲林出手打了何某一耳
光， 其他催债人员也动手推搡何某。
2014年9月23日凌晨，何国忠、武甲林及

其他几名催债人员将何某带至郴州市
东风路东昱大酒店客房内，为防止何某
脱逃，催债人员用钳子和铁丝将房门从
里面绑住。直至9月23日15时许，何某才
被允许离开。后经司法鉴定，何某右耳
鼓膜外伤性穿孔，评定为轻微伤。
“在整个催债事件中，作为一名曾
任职8年的司法所长，理应知法、守法、
护法。 但武甲林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不仅没有带头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反而
出手伤人， 与其他人员一同实施犯罪，
知法犯法，沦为恶势力的保护伞。”参与
本案办理的北湖区监委委员雷亚军告
诉记者，最终，武甲林因犯非法拘禁罪，
被北湖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缓刑一年。此外，武甲林还受到开除
党籍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