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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广告

□新华社记者

时空，穿越到 100 年前——

1919 年，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美等西方

列强完全无视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

的中国提出的诉求，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

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华民族的尊严被

无情践踏。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

条”“还我青岛”……5 月 4 日这一天，数千

名北京热血青年学生发出怒吼。随后，全

国各界纷纷声援，特别是工人阶级挺身而

出，加入斗争的行列。一声春雷，东方睡狮

在苦痛中惊醒！

五四运动，如同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

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也开

启了中国青年运动浩荡百年的荣光。

又踏层峰望眼开
——传播科学思想

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

因其身心特点，勤于观察、思维活跃，最容

易产生新思想、接受新思想、传播新思想。

100 年前，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举步维

艰，不得不俯下沉重的身躯，听一听来自青

年人的呐喊。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

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

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

身”……1915 年 9 月创刊的《青年杂志》上，一

段热情洋溢的文字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这

篇名为《敬告青年》的发刊词中，陈独秀满怀

激情地讴歌青年的重要性，呼唤青年“自觉

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

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随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加入，一场在

近代中国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

地蔓延开来，民主和科学的思想逐渐深入

人心，为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和进步意识

提供了精神支撑。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

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前途命运带来新的

转机。

1920 年，浙江义乌分水塘的一间茅屋

中，微弱的烛光下，一位刚刚留日归来的青年

全神贯注、字斟句酌，一本外文小册子正在一

字一句地变成方块汉字。手中的粽子蘸在

墨汁中，他浑然不觉，还对母亲说：“真甜！”

他叫陈望道，正在翻译的小册子就是

《共产党宣言》。他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翻

译完成，将译稿装入纸袋，窗外正是谷雨时

节。

天地间百花灿烂，新生萌动。拯救民

族危亡的真理在青年之间口口相传，那个

“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中华大地游荡。

一个新的春天到来了！

轻烟漠漠雨疏疏，碧瓦朱甍照水隅。

一年之后，一只红船悄悄劈开了嘉兴南湖

的波浪，舫中的年轻人意气风发，目光所及

是整个中国。

近百年来，一代代优秀的中国共产党

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党的指导思想一

直走在时代前列，成为指引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根本遵循，也引领一代代青年学习

科学理论、传播进步思想、坚定人生航向。

“我们青年代表回去，要向全国广大青

年——农村、工厂、城市、解放区、国民党统

治区的青年，宣传我们代表大会的主张，动

员和争取千千万万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一

道前进。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旗帜就是

我们最好的号召。”1949 年 5 月，中华全国

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出倡议。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1980 年，《中

国青年》杂志上“潘晓之问”引发的人生观问

题大讨论犹在耳边，反映了那一代青年人希

望解放思想、平等交流的集体心声，也解开

了一些人心中奋斗目标迷失的“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新思想逻辑

严密、体系宏大、内涵丰富，想学懂弄通，绝

非一件易事。

“青年大学习”行动应运而生，“跟总书

记学”系列短视频、“团团带你学”微信专

栏、网上主题团课、青年讲师团、青年讲习

所……当代青年用最“潮”的方式来学习、

解读、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在他们看来，新思想很“炫酷”。春江

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共产党宣

言》发表以来 170 余年的实践证明，在中

国，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社情相结合、与时代

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焕发出强

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中国青年运

动 100 年来的历史同样证明，一代代青年在

党的科学理论指导下，睁眼观照世界，勇攀

思想高峰。

此生无悔入华夏
——弘扬爱国主义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这是在 100 年前的那场青年运动中，青

年学生们的誓死呼号，也是那个风雨飘摇

的年代里每一名爱国志士的不屈呐喊。

自青年学子发出呼号的那一刻，五四

运动就深深地打上了爱国主义的烙印，百

年之中，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五四精

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前赴后继。

——五卅惨案之后，全国学联发出了

“全国一切民众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的战斗口号。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许多生活在

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军人

毅然走向农村，参加到创建和巩固革命根

据地的斗争中。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

危险的时候，农民举起了锄头，工人扬起了

铁锤，他们自觉地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华

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

翻开民族史册，峥嵘的革命战争岁月留

下无数光辉的名字，正是这些祖国的优秀儿

女，用鲜血和生命将新中国的旭日托起。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战争年

代，青年英雄们付出所有，捍卫民族大义。

而在和平年代， （紧转02版）

百年青春心向党 矢志建功新时代
——致敬中国青年运动100周年

5 月 3 日，射洪县沱牌镇白石村村民不误农时，忙碌在田间地头。图为村民给玉米施肥。 全媒体记者 刘昌松 摄

市生态环境局召开 2019 年第一次
新闻发布会

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
全部办结并完成整改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近日，市生态环

境局召开 2019 年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1—3 月，在地表水环境

方面，涪江玉溪、梓江大桥、琼江光辉、郪江口等 4
个国省考核断面，达标率保持在 75%。5 个在用的

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在 100%，乡

镇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持续提升，中心城区内无劣Ⅴ
类水体。在空气环境方面，两项指标均列成都平原

8 城市第一。在土壤环境方面，环境风险稳定可

控。在声环境方面，各测点的昼间等效声级（Ld）均

达标，夜间等效声级（Ln）中，裕丰园点位噪声超标，

其余测点均达标。

截至 4 月 8 日，中央环保督察交办的 168 件信访件

已全部办结并完成问题整改，完成率 100%，排名各市

（州）第一；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 29 项整改任务 98 条

整改措施，已完成整改任务 19 项、整改措施 86 条，完

成率 87.76％。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交办

的 103 件信访件已全部办结，涉及群众反映的环境问

题完成整改 82 件，完成率 79.61%。 省级环保督察反

馈的 315 个问题，已整改完成 306 个，完成率 97.14%。

省级环保督察“回头看”发现问题 94 个，已整改完成

91 个，整改完成率 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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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制+责任制”推进中心城区经
济发展极核协同发展

今年重点落实 6类 62项任务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杜林德）记者近日从遂

宁市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为贯

彻落实市委七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加快推进中

心城区经济发展极核协同发展，按照“清单制+责任

制”要求，制定了 2019 年重点任务清单，并明确了牵

头单位、责任单位。

2019 年重点任务清单分为 6 类 62 项，具体为：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类，包括由市发展改革委牵头的

加快推进成遂南达万高铁前期工作力争年内开工

建设等 18 项；强化产业协作配置类，包括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牵头的高水平编制《中心城区经济发展

极核协同发展总体规划》，优化极核区产业布局和

空间布局，力争 8 月底前编制完成等 16 项；全力推

进改革开放类，包括由遂宁高新区管委会牵头的推

进遂宁高新区与成都、绵阳等地高新区开展合作，

开展遂宁（成都）协同创新孵化园拟建地址论证工

作等 7 项；提升协同创新能力类，包括市科技局牵头

的加快推进遂宁高新区创建国家级高新区等 6 项；

共担生态环保重任类，包括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

生态环境局牵头的加快中心城区黑臭水体治理，持

续开展郪江、琼江流域水质达标治理等 9 项；推进公

共服务共享类，包括市卫生健康委牵头的推进市中

心医院、市中医院、市第一医院等市级医院与中心

极核区医疗机构合作共建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深化

远程诊疗等 6 项。

市纪委通报三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熊燕）记者日前从市纪委

监委获悉，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强化警示教育，持

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市纪委通报了我

市查处的三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遂宁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唐兴勇借公务差旅

之机旅游问题。2016 年 4 月，唐兴勇借外出考察学

习之机，到安徽省黄山市黄山风景区游玩，并以到

黄山市考察学习的名义，报销其个人旅游费用共计

1160 元。 2019 年 4 月，唐兴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违规报销费用已全部上交。

遂宁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龚云

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2018 年至 2019 年，龚云

川在担任遂宁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期

间，收受他人所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

金共计 10000 元。龚云川还存在其他违纪行为。

2019 年 4 月，龚云川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解除其劳

务合同关系，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对其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遂宁市安居区水利局办公室副主任冉红违规

使用公务用车问题。2019 年 1 月至 2 月，冉红利用

自己负责单位公务用车管理的职务之便，私自安排

单位公务车辆接送其上下班。冉红在接受纪检监

察机关调查时，以单位名义出具虚假情况说明，掩

盖自己公车私用的问题。2019 年 4 月，冉红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本报讯（刘芋杉 全媒体记者 蔡志凌）记者近日

从市统计局获悉，我市一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261.06 亿元，同比增长 9.0%，增速比全国高 2.6
个百分点，比全省高 1.2 百分点，增速居第 3 位。

据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0.4%，增速比全国高 2.9 个百分点，比全省

高 2.3 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同期高 0.6 个百分点。外

贸进出口总额 6.7 亿元，同比增长 31.4%。其中，出口额

3.8 亿元，增长 40.5%；进口额 2.9 亿元，增长 20.8%。

一季度，我市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服务业增加

值实现 119.96 亿元，增长 10.4%。全市完成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270.57 亿元，同比增长 10.5%，增速比全国

高 4.2 个百分点，比全省高 1.2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141.66 亿元，同比增长 10.9%，增速比全

国高 2.6 个百分点，比全省高 1.0 个百分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22.15 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13.59 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61.4%；非税收入实现 8.56 亿

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5.29 亿元。全市金融机构人

民币存贷款余额 2796.47 亿元，同比增长 7.6%，较去

年同期回落 3.2 个百分点。

我市一季度GDP同比增长9.0%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何光华） 5 月 4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正权带领市级相关

部门负责人，赴船山区调研高新区船山园

区规划建设和文旅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

举全区之力加快建设高新区船山园区，为

遂宁建成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贡献

船山力量。

船山区龙凤半岛公园与龙凤古镇核心

区隔河相望，目前公园正在如火如荼建设

中，已具雏形，年内将开园迎客。邓正权来

到龙凤半岛公园施工现场，在了解项目推

进情况的同时，详细听取了高新区船山园

区的整体规划。邓正权希望，高新区船山

园区要按照“现代产业园区、生态公园新

城”的发展定位，打造川渝合作示范区·遂

宁高新增长极；船山区要切实做好园区规

划环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项目建设，努

力实现“一年起步、两年成形、三年见成效、

五年上台阶”的总体目标。

新规划的龙凤学校的幼儿园和小学都

在加紧建设中，邓正权实地察看项目建设

推进情况后指出，高新区船山园区要加快

建设学校、医院、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配套

项目，特别是要将优质教育资源在园区合

理布局，积极探索市内外名校联办共建等

模式，提升园区学校品质，增强园区老百姓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邓正权还调研了 G93
遂绵高速龙凤互通式立交、通港大道等高

新区船山园区的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强调要高起点规划建设园区内骨干路网，

相关部门要做好重点项目的要素保障工

作，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龙凤古镇被评为第一批“四川省文化

旅游特色小镇”，“五一”小长假吸引了众多

川渝等地游客慕名而来，古镇游人如织，热

闹非凡。邓正权来到龙凤古镇，实地参观

了龙凤文化博物馆、龙凤文创园，了解古镇

民俗文化，强调要将文化和旅游相融合，讲

好古镇历史和文化故事，努力做到让游客

“心动——行动——感动”，通过特色美食

和民俗文化吸引更多的游客。

市政府秘书长付勇随同调研。

邓正权赴船山区调研时希望

举全区之力加快建设高新区船山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