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珠峰大本营5月4日电 4
日中午，13名珠峰科考队员成功登顶珠
穆朗玛峰。这是我国珠峰科考首次突
破8000米以上海拔高度，在青藏高原
科学考察研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本次珠峰登顶，科考队员完成世界
海拔最高自动气象站的架设。当日凌晨
3时，以德庆欧珠为组长的珠峰科考登顶

工作小组，携带科研仪器发起冲顶，第一
项使命就是架设气象站。为此，他们在
数月前反复练习，熟练操作流程。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赵
华标说：“我国建设珠峰梯度气象观测
体系，对高海拔冰川和积雪变化的监测
意义重大。”

4日，科考队员还首次在“地球之巅”

利用高精度雷达，测量峰顶冰雪厚度。
在珠峰脚下海拔5200米的总指挥

会议室帐篷里，中科院院士、第二次青藏
科考队队长姚檀栋现场宣布：“‘巅峰使
命’珠峰科考登顶观测采样成功！”现场，
大家热烈鼓掌，握手庆祝。

据介绍，科考队后续还将进行多
项科学考察研究。

创造多项新纪录

我国科考队员成功登顶珠峰

5月4日中午，13名珠峰科考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图为在珠穆朗玛峰峰顶，科考队员在采集冰雪样品。
新华社特约记者 索朗多吉 摄

新华社莫斯科5月4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4日
发表声明，宣布永久禁止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内阁官
房长官松野博一、外务大臣林芳正等政府官员在内的63
名日本公民入境俄罗斯。

声明说，日本政府发起反俄运动，允许对俄罗斯发表
不可接受的言论，对俄进行诽谤和直接威胁，而日本公众
人物、专家和媒体对此表示赞同。日本政府这一路线旨
在破坏俄日睦邻关系，损害俄经济与国际声誉。考虑到
上述情况以及日本政府对俄公民实施的个人制裁，俄方
决定永久禁止部分日本公民入境俄罗斯。

俄外交部声明中公布的名单还包括日本财务大臣铃
木俊一、防卫大臣岸信夫等官员，以及《产经新闻》《读卖
新闻》等日本多家媒体机构人员和专家学者。

俄罗斯外交部宣布：

将日本首相和外相
列入禁止入境名单 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3日说，美

国社交媒体推特公司今后可能会向商业和政府用户
收取少量费用。

马斯克正寻求收购推特。他当天在这一推特上
说：“推特将始终对普通用户免费，但政府和商业用
户可能需要支付少许成本。”

推特公司4月25日宣布接受马斯克每股54.20
美元的收购要约。根据这一价格，推特估值约为
440亿美元。马斯克现持有约9％的推特股份，是其
最大股东。

马斯克是推特深度用户，已发出超过1.7万条
推文，粉丝数量超过9000万。

美国《华尔街日报》3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
道，马斯克曾向潜在投资人透露，可能在收购推特后
最快三年内将其重新上市。 新华社微特稿

马斯克：
推特或对部分用户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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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国梅：
经查明，你在新北区美林国际村115幢违法建设框架结构建筑（一至三层改扩

建，面积约40平方米，现已完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
《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项和《常州市违法建设治
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作出限十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
的行政处罚。因本机关多次依法向你送达常新城综执罚听告字（2021）第SJ111903
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均未成功，为保障你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常新城综执罚听告字（2021）第SJ111903
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
六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自公告送达之
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举行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电话：0519-89886009，联系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305号。
特此公告

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5月5日

公 告 声明作废
86603740

△天宁区红梅图

特建材商行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社会团体成立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

常州市供应链结构创新研究会准予成立

登记，现予以公告：

社团名称：常州市供应链结构创新研究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20400MJ64010581

社团住所：常州市新北区荣盛锦绣华府2

幢1904室

法定代表人：李有红

主管单位：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成立日期：2022年1月25日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18-4

05月06日07:30-14:30停电：10kV戴
辽线辽河路6号环网柜：辽河路#1柜111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国展物业
服务等新桥、百丈等相关地段）；

09:00-16:00停电：10kV北郡一线北郡
花园1号中间变电所：金科房产一116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金科智慧服务集团股份等新
桥等相关地段）；

05月07日07:00-19:00停电：35kV武
北线；

07:30-13:30停电：10kV陈渡一线15号
杆后段（停电范围：桂花园部分、永红万嘉置业
发展等永红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三井线河湾
B1956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化机宿舍部分、恒
泽化工、中铁城建构件等五星、三井、荷花池等
相关地段）；

10kV福特线东港三路5号环网柜：福特
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
福尔特金属制品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20kV滨新线全线（停电范围：春杨电器、
美伊电钢机械、华日新材等春江、薛家等相关
地段）；

08:00-15:00停电：10kV新大线新桥大
街5号环网柜：辽河路7号柜1110开关前段（停
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新科创科技发展等
新桥等相关地段）；

09:00-16:30停电：10kV金科线北郡花
园1号中间变电所：金科房产二126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金科智慧服务集团股份等新桥

等相关地段）；
05月09日07:30-14:30停电：10kV酒

店线晋陵中路14号环网柜：楼上楼1150开关
后段、张生记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柏树
贸易、张生记大酒店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7:30-15:30停电：10kV常青线双雄
C126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武城电子、中交建
设发展、永兴源发建筑安装工程等郑陆、青龙
等相关地段）；

08:00-15:00停电：10kV民中线民营#
1中间变电所：常裕光学实业117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创合轨道科技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08:20-15:40停电：10kV龙魏线65号
杆至新魏花园02开关（停电范围：新桥木之家
庭农场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08:20-16:40停电：10kV玉河线黄河变
至黄河西路#16环网柜：黄河西路#17柜1120
开关至奥园路支线1号杆（停电范围：顺园一
村部分、香槟广场部分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13:30-18:30停电：10kV新五线电子园
变西486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报业传媒印务、
永祺车业股份、黑牡丹科技园等三井、龙虎塘
等相关地段）；

05月09日06:00-05月10日19:00停
电：35kV水厂线；

05月10日07:30-14:00停电：10kV宝
龙一线北港乡政府B1528开关至宝龙国际花
园#1中间变：宝龙一线1210开关至茶花路3
号环网柜：宝龙一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城
市照明管理处等北港等相关地段）；

07:30-17:30停电：10kV春江线全线（停
电范围：高博能源材料、嘉迅物流、马可波罗客

车制造等龙虎塘、三井、安家等相关地段）；
10kV高博线出口加工区#4环网柜：高博

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高博能源材料、
福地亚采矿设备、常裕光学实业等龙虎塘、三
井、安家等相关地段）；

10kV高博二线创新大道1号环网柜：巴
奥米特医疗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巴奥米
特医疗器械等龙虎塘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新马线乐山路
6号环网柜：新马线出线1120开关至芦花沟
C1379开关（停电范围：艺海教育投资、城市照
明管理处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10kV诺城线中吴大道#52环网柜：丽华
52幢支11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丽华一村
部分等茶山等相关地段）；

09:00-16:30停电：10kV三江一线三江
花园4号中间变电所：君港置业一116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牡丹君港置业等龙虎塘等相
关地段）；

05月11日08:00-14:00停电：10kV新
马线芦花沟C137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城市
照明管理处等春江、新桥、百丈等相关地段）；

09:00-16:30停电：10kV科技线三江花
园4号中间变电所：君港置业二126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牡丹君港置业等龙虎塘等相关
地段）；

05月12日07:50-16:30停电：10kV富
春线22号杆前段（停电范围：英时丰纺织印染、
海星服饰、华雨橡塑新材料等西夏墅、罗溪等
相关地段）；

10kV西腾线全线（停电范围：飞腾物业
管理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盛世线飞龙东
路#16环网柜：北环路63#配变114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北环路部分等红梅等相关地段）；

09:00-16:30停电：10kV红河线上弘云
峯苑1号中间变电所：乾晟幼儿园116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乾晟房地产开发等新桥等相
关地段）；

10kV北郡二线礼韵世家花园1号中间变
电所：百俊开发主1150开关后段、百俊幼儿园
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明德幼儿园、金科
智慧服务集团股份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05月13日07:30-13:00停电：10kV枫
林一线桂花路#2环网柜：金伟塑编支113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金伟塑料编织袋厂、天牧户
外用品、强鹏合金材料等五星、花园、北港等相
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施桥线蒲鞋村
联络开关支线2号杆至金洲花城#6中02开关
（停电范围：邹区村委会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0kV后巷线常虹天目B1339开关至312
国道#13环网柜：后巷线1130开关（停电范围：
华日升房地产开发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9:00-16:30停电：10kV北郡一线礼韵
世家花园1号中间变电所：百俊开发备1250
开关后段、百俊房产12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百俊房地产开发、金科智慧服务集团股份等新
桥等相关地段）；

10kV馨都一线上弘云峯苑1号中间变电
所：云峯换热站主12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乾晟房地产开发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5月06日08:00-13:30停电：10kV夏

北线杏塘南洲支线5号杆后段；
08:00-17:00停电：10kV石庄线化纤厂

配变；
10:00-16:00停电：10kV河苓线郑陆北

沙河村南配变；
10kV焦镇线郑陆胡家汽改配变；
05月07日08:00-17:00停电：10kV刘

村线狄家电站支线36号杆荣源环保支线侧
后段；

08:30-15:30停电：10kV丽二线29号
杆丽华6#配电所支线侧；

05月09日08:00-14:00停电：10kV岑
北线东庙支线1号杆、小河九龙环城配变；

05月10日07:00-19:00停电：10kV锦
绣线锦绣花园#4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后
段、#2配变102开关后段；

08:00-12:00停电：10kV新池二线汤庄
西戴田南配变、健康西戴田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港池一线罗溪
丘家前巷配变；

05月11日08:00-10:30停电：10kV北
塘六线郑陆武城五丈河南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西林线西林马
家前庄西配变；

08:30-15:30停电：10kV青雅二线韦
家头开关支线27号杆白茅大队支线侧、韦
家头开关支线31号杆白茅韦家头配变支线
1号杆；

10:00-12:30停电：10kV狄墅线郑陆
狄墅捕捞新村配变；

12:00-17:00停电：10kV西林线马家
潘家东配变；

05月12日08:00-12:30停电：10KV
玉兰线蒋家新村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涛苑一线西
林东岱前后蒋配变；

10kV龙魏线20号杆叶家支线侧后段；
10kV九南线奔牛九里村伍家塘配变；
05月13日08:30-15:30停电：10kV

后枉线20号杆瞿家三队支线侧；
09:00-13:00停电：10kV白荡线清潭

136幢配变。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

APP，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
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
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
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
电。如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
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销，请关注报
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朱国梅：
经查明，你在新北区美林国际村115幢违法建设框架结构建筑（一至三层改扩

建，面积约40平方米，现已完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
《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项和《常州市违法建设治
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作出限十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
的行政处罚。因本机关多次依法向你送达常新城综执罚听告字（2021）第SJ111903
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均未成功，为保障你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常新城综执罚听告字（2021）第SJ111903
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
六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自公告送达之
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举行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电话：0519-89886009，联系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305号。
特此公告

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5月5日

公 告 声明作废
86603740

△天宁区红梅图

特建材商行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社会团体成立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

常州市供应链结构创新研究会准予成立

登记，现予以公告：

社团名称：常州市供应链结构创新研究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20400MJ64010581

社团住所：常州市新北区荣盛锦绣华府2

幢1904室

法定代表人：李有红

主管单位：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成立日期：2022年1月25日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18-4

05月06日07:30-14:30停电：10kV戴
辽线辽河路6号环网柜：辽河路#1柜111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国展物业
服务等新桥、百丈等相关地段）；

09:00-16:00停电：10kV北郡一线北郡
花园1号中间变电所：金科房产一116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金科智慧服务集团股份等新
桥等相关地段）；

05月07日07:00-19:00停电：35kV武
北线；

07:30-13:30停电：10kV陈渡一线15号
杆后段（停电范围：桂花园部分、永红万嘉置业
发展等永红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三井线河湾
B1956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化机宿舍部分、恒
泽化工、中铁城建构件等五星、三井、荷花池等
相关地段）；

10kV福特线东港三路5号环网柜：福特
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
福尔特金属制品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20kV滨新线全线（停电范围：春杨电器、
美伊电钢机械、华日新材等春江、薛家等相关
地段）；

08:00-15:00停电：10kV新大线新桥大
街5号环网柜：辽河路7号柜1110开关前段（停
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新科创科技发展等
新桥等相关地段）；

09:00-16:30停电：10kV金科线北郡花
园1号中间变电所：金科房产二126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金科智慧服务集团股份等新桥

等相关地段）；
05月09日07:30-14:30停电：10kV酒

店线晋陵中路14号环网柜：楼上楼1150开关
后段、张生记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柏树
贸易、张生记大酒店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7:30-15:30停电：10kV常青线双雄
C126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武城电子、中交建
设发展、永兴源发建筑安装工程等郑陆、青龙
等相关地段）；

08:00-15:00停电：10kV民中线民营#
1中间变电所：常裕光学实业117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创合轨道科技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08:20-15:40停电：10kV龙魏线65号
杆至新魏花园02开关（停电范围：新桥木之家
庭农场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08:20-16:40停电：10kV玉河线黄河变
至黄河西路#16环网柜：黄河西路#17柜1120
开关至奥园路支线1号杆（停电范围：顺园一
村部分、香槟广场部分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13:30-18:30停电：10kV新五线电子园
变西486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报业传媒印务、
永祺车业股份、黑牡丹科技园等三井、龙虎塘
等相关地段）；

05月09日06:00-05月10日19:00停
电：35kV水厂线；

05月10日07:30-14:00停电：10kV宝
龙一线北港乡政府B1528开关至宝龙国际花
园#1中间变：宝龙一线1210开关至茶花路3
号环网柜：宝龙一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城
市照明管理处等北港等相关地段）；

07:30-17:30停电：10kV春江线全线（停
电范围：高博能源材料、嘉迅物流、马可波罗客

车制造等龙虎塘、三井、安家等相关地段）；
10kV高博线出口加工区#4环网柜：高博

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高博能源材料、
福地亚采矿设备、常裕光学实业等龙虎塘、三
井、安家等相关地段）；

10kV高博二线创新大道1号环网柜：巴
奥米特医疗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巴奥米
特医疗器械等龙虎塘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新马线乐山路
6号环网柜：新马线出线1120开关至芦花沟
C1379开关（停电范围：艺海教育投资、城市照
明管理处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10kV诺城线中吴大道#52环网柜：丽华
52幢支11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丽华一村
部分等茶山等相关地段）；

09:00-16:30停电：10kV三江一线三江
花园4号中间变电所：君港置业一116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牡丹君港置业等龙虎塘等相
关地段）；

05月11日08:00-14:00停电：10kV新
马线芦花沟C137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城市
照明管理处等春江、新桥、百丈等相关地段）；

09:00-16:30停电：10kV科技线三江花
园4号中间变电所：君港置业二126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牡丹君港置业等龙虎塘等相关
地段）；

05月12日07:50-16:30停电：10kV富
春线22号杆前段（停电范围：英时丰纺织印染、
海星服饰、华雨橡塑新材料等西夏墅、罗溪等
相关地段）；

10kV西腾线全线（停电范围：飞腾物业
管理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盛世线飞龙东
路#16环网柜：北环路63#配变114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北环路部分等红梅等相关地段）；

09:00-16:30停电：10kV红河线上弘云
峯苑1号中间变电所：乾晟幼儿园116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乾晟房地产开发等新桥等相
关地段）；

10kV北郡二线礼韵世家花园1号中间变
电所：百俊开发主1150开关后段、百俊幼儿园
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明德幼儿园、金科
智慧服务集团股份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05月13日07:30-13:00停电：10kV枫
林一线桂花路#2环网柜：金伟塑编支113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金伟塑料编织袋厂、天牧户
外用品、强鹏合金材料等五星、花园、北港等相
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施桥线蒲鞋村
联络开关支线2号杆至金洲花城#6中02开关
（停电范围：邹区村委会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0kV后巷线常虹天目B1339开关至312
国道#13环网柜：后巷线1130开关（停电范围：
华日升房地产开发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9:00-16:30停电：10kV北郡一线礼韵
世家花园1号中间变电所：百俊开发备1250
开关后段、百俊房产12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百俊房地产开发、金科智慧服务集团股份等新
桥等相关地段）；

10kV馨都一线上弘云峯苑1号中间变电
所：云峯换热站主12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乾晟房地产开发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5月06日08:00-13:30停电：10kV夏

北线杏塘南洲支线5号杆后段；
08:00-17:00停电：10kV石庄线化纤厂

配变；
10:00-16:00停电：10kV河苓线郑陆北

沙河村南配变；
10kV焦镇线郑陆胡家汽改配变；
05月07日08:00-17:00停电：10kV刘

村线狄家电站支线36号杆荣源环保支线侧
后段；

08:30-15:30停电：10kV丽二线29号
杆丽华6#配电所支线侧；

05月09日08:00-14:00停电：10kV岑
北线东庙支线1号杆、小河九龙环城配变；

05月10日07:00-19:00停电：10kV锦
绣线锦绣花园#4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后
段、#2配变102开关后段；

08:00-12:00停电：10kV新池二线汤庄
西戴田南配变、健康西戴田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港池一线罗溪
丘家前巷配变；

05月11日08:00-10:30停电：10kV北
塘六线郑陆武城五丈河南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西林线西林马
家前庄西配变；

08:30-15:30停电：10kV青雅二线韦
家头开关支线27号杆白茅大队支线侧、韦
家头开关支线31号杆白茅韦家头配变支线
1号杆；

10:00-12:30停电：10kV狄墅线郑陆
狄墅捕捞新村配变；

12:00-17:00停电：10kV西林线马家
潘家东配变；

05月12日08:00-12:30停电：10KV
玉兰线蒋家新村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涛苑一线西
林东岱前后蒋配变；

10kV龙魏线20号杆叶家支线侧后段；
10kV九南线奔牛九里村伍家塘配变；
05月13日08:30-15:30停电：10kV

后枉线20号杆瞿家三队支线侧；
09:00-13:00停电：10kV白荡线清潭

136幢配变。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

APP，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
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
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
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
电。如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
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销，请关注报
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上接A1版）
希望青年教师成为打造中华民族

“梦之队”的筑梦人；勉励青年劳动者
“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鼓励青
年志愿者“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
雷锋故事”；鞭策青年官兵“争当训练
尖子、技术能手、精武标兵”……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话语、殷殷嘱
托，指引新时代青年担起时代重任，为
实现中国梦锲而不舍、驰而不息地顽
强奋斗。

倾心呵护 与时
俱进——习近平总书
记指引青年工作高质
量发展

2014年12月20日，一堂生动的
中华文化“公开课”在澳门大学横琴校
区举行。

在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之际，总
书记来到这里，应邀参加师生们的“中
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主题沙龙。

“我本人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热烈
拥护者、忠实学习者。”习近平总书记分
享起自己的学习经历，从青少年时代开
始到现在，一有空就会拿起一本翻一翻，
每次都觉得开卷有益。读小学时，就看
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后来做了七
年农民，也一直在学习、在积累。至今，
只要有闲暇，推开中华文化宝库的大门，
仍是“一书在手，其乐无穷”。

身教胜于言传。亲身经历、切身
体悟的亲切交流，总是让青年人深受
启迪。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北京大学同师生座谈。博士研究
生秦冲说到，自己打算毕业后先出国
从事博士后研究，再回国从事新药品
的研发。

总书记讲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面
临出国、工作的选择，但最终“想做点儿
事”的想法让他选择留在了国内，要为国
家和人民做事，“有信念、有梦想、有奋
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语重心长的话语，让秦冲深有感
触。后来，他回到中国海洋大学从事
抗肿瘤药物的研发。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
青春是用来回忆的。”习近平总书记常
常同青年朋友谈及自己的成长故事，
激励青年奋斗逐梦。

论修身，总书记以“人生的扣子从
一开始就要扣好”的生动比喻，引导青
年养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谈学习，总书记回忆上山放羊、抽
空看书的知青岁月，强调青年人正处
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树立梦想从
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念。

讲健体，总书记介绍自己的体育
爱好，勉励青年人既把学习搞得好好
的，又把身体搞得棒棒的。

看天下，总书记希望各国青年用
欣赏、互鉴、共享的观点看待世界，推
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积极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献瓦……

从坚定信仰到树立信心，从为人
修身到求学择业，从身心健康到创新
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研究当代
青年成长成才的特点和规律，用青年
人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指引他们迈
好人生的每一步。

2022年4月21日，新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专门关于青年的白皮书《新时
代的中国青年》正式发布，客观呈现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青年发展事业取
得的巨大成就。

2018年7月2日，北京中南海，习
近平总书记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
成员集体谈话。

此前几天，共青团十八大闭幕。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会取得成功、对当
选的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祝
贺，同时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对你
们寄予很高期望。希望你们带头学理
论、强信念，讲政治、严自律，促改革、
抓落实，改作风、守规矩，把新时代共
青团的好形象树起来”。

青年者，常为新；青年工作，也须
与时俱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青年工作摆在治国理政
的重要位置，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动
青年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

“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
是根脉，面向的是未来”；

“青年在哪里，团组织就建在哪里；
青年有什么需求，团组织就要开展有针
对性的工作”；

“做团的工作，要牢记‘自古英雄出
少年’的道理”；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始
终保持先进性”；

“坚持以青年为本，着力增进对青年
的感情，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

……
从战略地位到目标任务，从职责使

命到路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工
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
刻回答了我们党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
样培养青年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
题，为做好新形势下党的青年群众工作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召
开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央党的群团工作
会议，拉开了共青团深化改革的大幕。
《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全国青联改革
方案》《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中央
团校改革方案》等相继印发，一系列重大
改革举措，不断增强共青团的政治性、先
进性、群众性。

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
导制定的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
规划《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
2025年）》发布，明确党管青年原则和青
年优先发展理念，从顶层设计层面对青
年发展作出了战略擘画。

沿着党中央对青年工作指引的道路，
各级团组织和团干部的政治站位、政治能
力明显提升，为党担当尽责、扛事分忧的自
觉性持续增强。服务青年工作机制优化，
千方百计为青年排忧解难，广泛组织动员
青年建功新时代。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青年工作机制
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
体系初步形成。

梦想召唤 不懈奋
斗——广大青年在新征
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2022年4月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
二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青春气息。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亲切会见受表
彰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集
体代表、突出贡献个人和中国体育代表
团成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看到国家短道速滑队运动员武大靖，
习近平总书记微笑着说：“咱们第一次见
面是在8年前，2014年索契冬奥会。”

“是的，总书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
关心和鼓励。”武大靖激动地回答。

“人生能有几回搏，拼搏是值得的。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冬奥开幕前夕，总书记这样鼓励武大靖
和他的队友们。

同小球员撞肩，祝女排队员凯旋，给
冬奥健儿回信……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
支持下，中国青年在体育竞技场上拼搏
奋进。

决胜，岂止在赛场。青春，昂扬在海
天。

2021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走
进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同神舟十二号
航天员亲切通话。当时，为这场“天地对
话”保驾护航的航天科技人员许多是“80
后”“90后”，让人们看到了青年一代的蓬
勃力量。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想
起这一细节：“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三四十
岁，但都是重要岗位的担当者。”

“墨子”“天问”“嫦娥”，这些寄托着
民族复兴梦想的事业中，处处可见青年
科技人才的身影——北斗卫星团队核心
人员平均年龄36岁，量子科学团队平均
年龄35岁，中国天眼FAST研发团队平
均年龄仅30岁……

“我们要用欣赏和赞许的眼光看待
青年的创新创造，积极支持他们在人生
中出彩，为青年取得的成就和成绩点赞、

喝彩”。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鼓励下，新时

代的中国青年豪情满怀，经得起风雨、受
得住磨砺、扛得住摔打，成为中华民族生
气勃发、高歌猛进的亮丽风景。

2021年7月21日，正在西藏考察调
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芝市嘎拉村。

在村便民服务中心，“90后”大学生村
官黄海芬见到总书记，激动得心怦怦跳。
这名潮汕女孩在广东上大学毕业后，放弃
白领工作，怀揣梦想奔赴雪域高原。

“将来留在这里吗？”习近平总书记
问。

“留下！安家啦，爱人在隔壁村，也
是一起来西藏的。”黄海芬腼腆地笑了。

“从沿海到高原，这里需要人啊，你
在这边好好干。”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她。

殷殷话语，如春风拂过心田。黄海
芬努力点头，眼里含着幸福的泪花。

从脱贫攻坚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热
土，无数青年挺身而出，将个人奋斗的

“小目标”融入党和国家的“大蓝图”，把
汗水挥洒在祖国大地上，成为当之无愧
的时代先锋。

祖国西北，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一望
无际。

每天上午10点，“90后”杨兴准时
来到采油作业区。他打开记录本，紧盯
机器，“磕头机”有节奏地上下摆动，“吱
呀吱呀”，宛如青春之歌的韵脚。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2020年，杨兴和110多名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毅然
选择奔赴新疆基层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给他们回信，支持同
学们的人生选择，并勉励他们“把个人的
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
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言简意深，纸短情长。中国有梦，青
春无悔。

“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
仁心仁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到
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
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北京大
学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
生、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等都
收到总书记这样嘱托殷殷的回信。

广大青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
导，把边疆和基层作为最好的课堂，在磨
砺中见风雨、长才干、壮筋骨，书写着无
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青春篇章。

“让广大青少年都能充分感受到党
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2019年在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希望工程，强调进入
新时代，共青团要把希望工程这项事业
办得更好，努力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播
种新希望。

党旗所指，团旗所向；党有号召，团
有行动。

“广泛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深化改
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
生力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为共青团紧
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找准工作切
入点、结合点、着力点指明方向。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全国向上
向善好青年推选活动……围绕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共青团广泛选树优秀
青年典型，用榜样力量激励青年奋发成
才；“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

“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围
绕创新创业，在共青团搭台助力下，广大
青年在强国之路上尽显青春风采；在抗
疫一线组织青年突击队，在脱贫攻坚战
场发挥生力军作用……广大青年在新时
代的广袤天地贡献智慧力量。

“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
放心，强国有我！”

2021年7月1日，党的生日，青春飞扬。
回溯百年，南湖之畔、风雨如磐，一

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于一叶红船中开启
引领中国的世纪远航。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如今，红旗漫卷、征途如虹，在被装

点成“巍巍巨轮”的天安门广场，习近平
总书记发出赢得未来的时代强音——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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