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凌铭 胡南南）日
前，在东安会堂，一场以“青春心向党·建
功新时代” 为主题的朗诵比赛落下帷幕，
100 余支学生和青年教师队伍激情诵读，
弘扬五四精神，续写青春华章。 这是永州
市各学校多形式开展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主题活动的一个缩影。

在双牌县阳明山景区万和湖湖畔，

来自双牌县一中、二中、职中和阳明山学
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在首届阳明山“杜
鹃之恋”音乐会中，大家挥舞着手中的红
旗，放飞气球，深情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与
祝福。

新田一中高一年级和云梯校区九年
级共 200 余名师生， 来到人民英雄纪念
碑、红军宣传墙、县文庙、党建主题公园、
华诚·星中心， 参加“百年五四 百年新
田”青春打卡活动，让青少年接受红色文
化熏陶，感受历史文化沉淀，感悟家乡的
发展和蜕变。

本报讯（通讯员 李保田 史良忠）4
月 30 日，桂阳县蓉峰完小党支部在桂阳
县苏维埃政府旧址，开展“追寻红色记忆
传承红色基因 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的
教育活动。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

开展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说”朗诵、齐唱
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讲述
红色故事《湘南起义在桂阳》等活动，让
大家感受到了五四精神穿越时空的永恒
力量，感受到了先辈们炙热的爱国之情、
坚贞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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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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着全省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师生。大家纷纷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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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春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
中绽放，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全省教育系统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胡荧 通讯员 余先贵 杨赟 郭满平 唐世日 邹齐眉 刘纪新

五四精神的核心
是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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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五四
精神的科学内涵。

杨扬是位 80 后教育工作者， 曾有一份
收入颇丰的工作，因为对教育的热爱，从城
市来到农村，成为一名老师。在他看来，秉承
五四精神，就是要弘扬其爱国精神、家国情
怀，勇于担当责任。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教育
工作者，要能守得住阵地、耐得住寂寞，以创
新教研教改为己任，永葆教学初心和活力，为
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永州三中
学生会主席蒋曦认为，这对于我们学生干部
是一个很明确的指引，学生干部的本质是学
生，我们的使命就是在学习和生活中引导同
学们理性爱国。我们青年学子可以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把爱国的热情转化为一种奋发向
上的学习动力，刻苦学习，立志成才，我们要
积极响应号召，努力为学校建设和祖国发展
添砖加瓦。

“五四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真实
写照， 广大青年是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我
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全身心投入
到祖国建设中，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桂东
一中教师朱素珍坦言。

江华瑶族自治县桥头铺中学组织学生
观看了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的直播。
学生黄丽明表示：“聆听了习主席的金句，了
解五四精神，心中无限感慨。 100 年前，一群
年轻人用爱国证明了青春的壮烈和奋斗的
美丽，如今我们应该好好传承五四精神。 ”

在宁乡市灰汤镇龟石小学老师刘文刀看
来，要让五四精神贯穿思政课堂，根植学生心
底，引领学生人生，让五四精神成为一本富有
朝气的、催人奋进的、永恒的思政教材。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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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邵东一中教师肖海波作为湖南省
典型青年代表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 肖海波深有感触 ：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深切感
受到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殷
切期望，少年强则中国强！ 作为一名教
师，肩负的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这种
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我在工作中充满信
心和力量，我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切
实担负起教书育人的光荣使命，以青春
之我，建设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

“初中阶段， 是人生最美好的时
光，学习没有捷径可走，要规划好自己

的学习目标和路径， 用王者一样坚定
的步伐朝着目标勇敢向前， 奋斗是青
春最亮丽的底色。 ”平江县梅仙学区大
洲中学八年级学生黄欣林表示， 愿以
青春之我， 奉献青春之民族和青春之
中国，为强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桃江四中老师贺风华表示，今天的
青年们，身处一个最好的时代，面对美
好岁月，要饮水思源，感恩回报，把民众
忧乐放在心头，找到人生真谛，明确事
业方向，实现生命价值。 青年人就该立
大志，要有家国情怀，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青年人就该
坚定信念。 明确目标和方向之后，就一
定要有勇挑重担的决心， 不惧风雨，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青年人就该走稳
路。 在宏图伟业面前，广大青年要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

师生齐诵青春
本报讯（通讯员 彭春芳 石娟 王

凌夫）“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
在我少年。 ”4 月 30 日，铿锵有力的朗
诵声在保靖民族中学操场上空回荡。
当天， 该校举行了第十三届校园文化
艺术节，开展“向梦想出发”为主题的
诗歌朗诵比赛。

《我的祖国》《少年中国说》《月光下
的中国》 ……一首首诗歌抒发了师生
热爱母校、 热爱家乡、 热爱祖国的情
感，展现了学子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貌，表达了师生们勇于担当、愿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贡献青春和力量的壮志豪情。

我省教育系统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主题活动精彩纷呈

青年教师话担当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斌 邱玉娇）

近日，涟源市长郡蓝田中学组织召开
了以“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为主
题的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暨青年
教师座谈会。

座谈会上， 青年教师代表周妍、
吴成吉、王杰先后就自身的工作经历
和教育理念畅所欲言， 诠释了有担
当、有追求、有奉献的五四精神。 他们
的发言赢得了参会者的阵阵掌声，让
大家充分感受到了榜样的力量。

多形式开展青年教育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
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
的未来在青年”“青年理想远大、 信念坚
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
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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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精神，发挥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
团组织作用， 因地制宜开展宣传教育活
动， 引导新时代青年树立远大理想，担
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进，练就过硬
本领，谱写青春奋进曲，唱响五四主旋
律。 ”永州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
坤表示。

株洲市何家坳小学教师认真学习了
五四精神， 跟着视频了解了一代又一代
为国而奋斗的优秀青年。 青年教师方琛
谈到：“祖国在强大， 强大的祖国离不开
一直在奋斗的中国青年。 传承到我们这
一代，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带好自己班
的孩子，踏踏实实地工作。 ”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 东安县白沙中
心小学刘玲玲表示：“我们不仅要对上一
代的光荣事迹进行传承， 还肩负着夯实
基础教育的重担。就我们自身来说，应该
为学生做出表率，认真写好每一节教案，
认真上好每一节课， 在三尺讲台上发挥
自己最大的价值。

新邵一中新入团的高二学生何沐辰
说：“学长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今后的
学习和生活中， 我将铭记自己立下的庄
严誓言， 时刻以一名团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处处起好模范带头作用，为团旗
增辉，为团徽增色，成为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

做青年的知心人、
热心人、引路人

传承五四精神 不负奋斗青春

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

本报讯（通讯员 徐飞 贺展）近
日，衡阳市南岳区第一中学启动了以
“青年教育”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
用教育改造文化， 文化感化青年，青
年造就国家。

紧扣“青年教育”主题，该校开展
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另外，该校
以广播站、橱窗、黑板报、学习园地等
平台充分发挥教育青年的导向作用。

青春打卡致敬五四

传承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