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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艺术进古厝、福州古
厝上央视、文化艺术展亮相古
厝……“五一”假期，一系列文
化艺术活动在完成保护修复的
福州古厝举行，不仅让人们看
到古厝活态保护利用的成效，
而且让古厝成为打卡热点。

非遗艺术进古厝
“五一”假期，我市以“乐游

古厝 多彩未来”为主题，推出
“非遗艺术进古厝”等活动，在
三坊七巷的水榭戏台和上下杭
的建郡会馆、舒叙茶馆等推出
闽剧、福州评话、福州伬艺等非
遗项目演出。

福州传统曲艺表演者许坚
心告诉记者：“传统文化要传
承、发展，需要培育年轻观众。
这个假期看我演出的人中，除
了上年纪的观众，还有不少年
轻的面孔，让我看到传统曲艺
传承弘扬的希望。”

被许坚心“圈粉”的市民林
吉平说：“闽剧、福州评话、福州
伬艺等都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在古厝中表演，情景交融，让我
们有沉浸式的观看感，很棒！”

“五一”假期，人们在三坊
七巷、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等
地不仅看到古厝的活态保护利
用，而且领略了非遗文化的动

态展现。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
展中心和福州评话伬艺传习所
的专业演员，以现代流行的“快
闪”形式，为人们带来闽剧《情
满坊巷》《贻顺哥烛蒂》（折子
戏）和伬艺《七溜八溜不离福

州》等，让大家连连点赞，“传统
文化艺术离我们更近了”！

水榭戏台亮相央视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现

存159座明清古建筑，“五一”假

期，市民和外地游客争相前来
一睹“明清建筑博物馆”的风
采。其中，位于衣锦坊的水榭
戏台就深深吸引了央视记者黄
珊的目光。“戏台建于水池上，
三面环水，与戏台上方藻井形
成回音共鸣，成了天然的音响，
体现了古人的建筑巧思。”黄珊
对水榭戏台赞叹不已。

1日，水榭戏台亮相央视新
闻综合频道，让福州民俗专家齐
上志格外自豪，“水榭戏台修旧
还旧、活化利用，成了人们享受
公共文化服务的场馆，登上央
视，这是历届市委、市政府重视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身为
福州人，我觉得很自豪”。

古厝文化大餐“上新”
罗氏绸缎庄变身福州非遗

展示馆、黄培松故居化身福州
市美术馆……“五一”假期，一
批完成保护修复并被活化利用
的福州古厝上新了一批文化活
动，引来大批游客参观。

（下转2版）

文化大餐持续“上新”精彩活动接连上演

“活起来”的福州古厝“五一”更热了
本报记者 吴晖 阮冠达

本报讯（记者 陈敏灵）在五
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日前，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林宝金，市
长尤猛军来到市行政服务中心
调研并与我市各界青年代表座
谈。林宝金强调，全市各界青年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发扬五
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
代使命，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
展超越、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
市贡献青春力量。

市行政服务中心一层大厅

内人头攒动，在市市场监管局
窗口，林宝金认真观摩企业开
办受理、“一件事打包办”等创
新服务，并与现场工作人员和
企业办事人员互动交流。他
说，窗口单位直接服务群众和
企业，展现机关工作作风和城
市营商环境，要传承弘扬习近
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大力
倡导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
工作作风，立足企业所需所盼，
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以省级青年文明号为载体，内

强素质、外树形象，不断提升服
务质效。在福州市青年创业中
心（台湾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
心），“榕树”和“白鸽”会标寓意
深刻，林宝金详细了解中心服
务青年创业就业情况，并参观
两岸青年创业成果展，希望中
心继续精确对接服务，创新服
务载体，注重典型引领，努力打
造两岸青年创新创业生态圈。

座谈会上，首届“最美福州
青年”获得者和我市各界先进
青年代表踊跃发言，分享各自

践行五四精神，在消防保卫、乡
村振兴、科技创新、教育推广、
返乡创业等方面的奋斗经历和
青春感受。林宝金、尤猛军代
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获奖者
表示祝贺，向全市各界青年致
以节日问候。

林宝金说，习近平总书记
来闽考察时指出，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 大 复 兴 ，青 年 一 代 责 任 在
肩。希望广大青年牢记嘱托、
勇担使命、主动作为，树立远大

理想，锤炼品德修为，引领创新
创业，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
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全
市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新时
代青年工作，共青团组织要充
分发挥党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
纽带作用，切实做好引领青年
思想、服务青年成长、组织青年
建功等工作。

市领导陈晔、张忠参加活
动。

林宝金尤猛军到市行政服务中心调研并与全市各界青年代表座谈，林宝金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青春力量

让青春在奉献中焕发绚丽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综述

人民日报记者 汪晓东 王洲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
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
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
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
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
中绽放绚丽之花。”今年 4月 19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确保党和人民
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亲切关怀
青年成长成才，为做好新时代青年工
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
围绕青年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
阐明了新形势下青年工作的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指明了当代青年的历
史使命和成长道路，对于准确把握青
年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引导
青年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
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
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激励和动
员广大青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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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
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2013年5
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
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

总书记强调：“展望未来，我国青
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
为。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
规律，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
责任。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
赋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
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2014年 5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时
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
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
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青
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
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
青年。”

“我相信，当代中国青年一定能
够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在激扬青春、开拓人生、奉献社会的
进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
章！”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

2016年 4月 26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
谈会上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
年接续奋斗。青年人朝气蓬勃，是全
社会最富有活力、最具有创造性的群
体。党和人民对广大青年寄予厚
望。”

2016年 7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

上指出：“全国广大青年要深刻了解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
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坚定不
移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勇做走在时代
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让青
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的奉献
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青年一
代责任在肩。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
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
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变为现实。”2017年 10月 18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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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
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
动 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今天，新时
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
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
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
斯人’的时代使命。新时代中国青年
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
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
这个伟大时代。”

2020年 8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致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和全国
学联二十七大的贺信中说：“我国广
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
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

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
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今年 3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闽江学院考察调研时强调：“希望同
学们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
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
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努力成为
对社会有用的人、道德高尚的人，积
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伟大事业。”

今年 4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当代中国青
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
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广大
青年要爱国爱民，从党史学习中激
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不断
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做中国
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树立为祖国
为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
理想。要锤炼品德，自觉树立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加
强道德修养，明辨是非曲直，增强自
我定力，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
界、更有品位的人生。要勇于创新，
深刻理解把握时代潮流和国家需
要，敢为人先、敢于突破，以聪明才
智贡献国家，以开拓进取服务社
会。要实学实干，脚踏实地、埋头苦
干，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在攀登知
识高峰中追求卓越，在肩负时代重
任时行胜于言，在真刀真枪的实干
中成就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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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
业成败。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
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
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
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
正确道路，也是广大青年应该牢固确
立的人生信念。”

2013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给
北京大学学生回信勉励当代青年：“中
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包括
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得
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
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
成就一番事业。希望你们珍惜韶华、
奋发有为，勇做走在时代前面的奋进
者、开拓者、奉献者，努力使自己成为
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材，为实
现中国梦奉献智慧和力量。”

“青年时代树立正确的理想、坚
定的信念十分紧要，不仅要树立，而
且要在心中扎根，一辈子都能坚持为
之奋斗。这样的有志青年，成千上万
这样的有志青年，正是党、国家、人民
所需要的。”2013年6月20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
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有信
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
是有意义的人生。当代青年建功立业
的舞台空前广阔、梦想成真的前景空
前光明，希望大家努力在实现中国梦
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前进要奋力，干事要努力。当
代中国青年要在感悟时代、紧跟时代
中珍惜韶华，自觉按照党和人民的要
求锤炼自己、提高自己，做到志存高
远、德才并重、情理兼修、勇于开拓，
在火热的青春中放飞人生梦想，在拼
搏的青春中成就事业华章。”2015年7
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青联
十二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六大
的贺信中指出。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
艰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的
人生之路很长，前进途中，有平川也
有高山，有缓流也有险滩，有丽日也
有风雨，有喜悦也有哀伤。心中有阳
光，脚下有力量，为了理想能坚持、不
懈怠，才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人生。”

“无数人生成功的事实表明，青年
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
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2013年 5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
代表座谈时指出：“青年时期多经历一
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
的路。要历练宠辱不惊的心理素质，
坚定百折不挠的进取意志，保持乐观
向上的精神状态，变挫折为动力，用从
挫折中吸取的教训启迪人生，使人生
获得升华和超越。” （下转3版）

游客打卡上下杭福州非遗展示馆游客打卡上下杭福州非遗展示馆。。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员
赴省革命历史纪念馆学习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陈为民带领市人大常委会全体机关党员干部，
赴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参观《理想照耀中国——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题展》。

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中，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逼
真的历史场景还原，翔实的图片和资料，深深吸引了大
家的目光，对福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
争的光辉历程感慨良多。

陈为民在参观时指出，要利用好福州的红色资源，深
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切缅怀革命先辈，大力弘扬革命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
他强调，市人大常委会机关要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总
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思想和精神财富相结
合，与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相结合，持续深
化学习、调研和落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
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作出人大应有的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团中央和团省委“五四”表彰结果揭晓

我市一批青年先进集体
和个人获奖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团中央和团省委近日揭晓今
年“五四”表彰结果，经团市委推荐，我市一批青年先进集
体和个人光荣上榜。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获得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称号，福州市鼓楼区南街街道杨桥河南社区团支部获得
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李蒙、潘黄潇获得全国优秀共
青团员称号。

林冬梅、张燕玲等 14人被授予第十八届“福建青年
五四奖章”，闽江学院“暖风”支教服务队等4个集体被授
予第十八届“福建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何如、潘沁等 6
人获评福建省优秀共青团员，李婷、权锌等6人获评福建
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建设
工程管理1班2018级团支部等2个集体获评福建省五四
红旗团支部，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团委等 3个
集体获评福建省五四红旗团委。

与城市共成长
我们的青春很精彩

五四青年节
见证资源规划工作中的青年风采

4版

首届最美福州青年
先进典型选树揭晓

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