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攀，男，汉族，1997年3月生，中共预备党员，大专学

历，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大赛办公室教练组长。

2019年8月27日，梁攀同志身披五星红旗站在第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冠军领奖台上，捧回中国电子技术项目

首枚金牌。不负嘱托，技能报国，是他实践不忘初心，不

懈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最好佐证。7年前，中考失利，他开

始跟着亲戚四处打工，打工经历和接踵而至的家庭变故，

迫使他重新思考人生。进入技工学校“充电”是他人生的

重要转折点。他从电子技术门外汉，到全国选拔赛与国

家集训第一名，成为国家队正式选手，再到世赛冠军。他

深信：“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但要百分之百的努力”。历

经七年，心怀梦想，一路追光，这是金牌与荣耀的故事，也

是他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在奔跑中抵达新远方的故事。

2015年获第四届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中心赛电子技术项目“二等奖”；2016年获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电子技术项目“第四名”；2018年获第45届世界技能大

赛全国选拔赛电子技术项目“第一名”；2019年获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金

牌；2020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重庆）
梁攀事迹简介

2021年“重庆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共10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圣杰，男，汉

族，1981 年 5 月生，

中共党员，研究生学

历，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泌尿外

科副主任医师、副教

授。

王元，男，汉族，

1992 年 10 月生，中

共党员，研究生学

历，重庆颇闰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

王丽，女，汉族，

1986年1月生，中共

党员，本科学历，重

庆市红岩革命历史

博物馆讲解员。

石全，男，汉族，

1988 年 10 月生，群

众，大专学历，中国

邮政集团重庆市分

公司渝北片区分公

司寄递事业部鸳鸯

营业部揽投员。

李亦舟，男，汉

族，1987 年 2 月生，

中共党员，研究生学

历，重庆大学药学院

教工党支部书记、教

授。

李麒麟，男，汉

族，1984 年 3 月生，

农工党党员，大专学

历，重庆江北幸福加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理事长。

何希家，男，汉

族，1987 年 2 月生，

中共党员，大专学

历，西南铝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特二

级技师、高精板带事

业部热连轧中心热

精轧机A组长。

孟玲，女，汉族，

1986年5月生，中共

党员，本科学历，重

庆市江津区西湖镇

扶贫开发中心负责

人、团委书记。

贺刚，男，汉族，

1985年7月生，中共

党员，研究生学历，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智能化研

究院副总经理。

董航宇，男，汉

族，1987 年 2 月生，

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重庆市公安局江

北区分局刑事侦查

支队情报信息（视频

侦查）大队大队长。

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
重庆市一批优秀青年个人和集体获“五四表彰”

面对极不平凡的2020年，在党
的领导下，广大团员青年和各级团组
织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和全市上下
一起战疫情、战复工、战脱贫、战洪
水，涌现出一批事迹突出的先进典
型。“五四”前夕，重庆市一批优秀青

年个人和集体获“五四表彰”。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共青团

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中国青年的最高
荣誉。今年，重庆青年梁攀被授予第
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共青团
中央还对2021年“全国五四红旗团

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和“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进行了表
彰，重庆33个集体和个人获此荣誉。

此外，市委组织部、市人力社保
局、团市委联合授予于圣杰等10名
优秀青年“重庆青年五四奖章”这一

全市青年的最高荣誉，市人力社保
局、团市委联合表彰了140个（名）
“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重
庆市优秀共青团员”“重庆市优秀共
青团干部”。

这些受到表彰的优秀青年个人

和集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重庆青年
和团员、团干部、团组织奋发有为的
精神风貌。全市广大团员青年、团干
部和各级团组织要以受到表彰的先
进个人和集体为榜样，继承发扬五四
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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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奋力谱写重庆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以优异
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专题 3CHONGQING DAILY

2021年5月4日 星期二
责编 胡东强 冯超 美编 夏隆杰

2021年“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团干部）”名单（重庆）
一、2021年“全国五四红旗团（工）委”（共7个）
中建隧道建设有限公司团委

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团委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重庆市求精中学校团委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团委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团工委

二、2021年“全国五四红旗团（总）支部”（共8个）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百货事业部大坪商

都团支部

重庆江北机场海关团支部

重庆大学KAB创业俱乐部团支部

重庆市万州区岩口复兴学校团支部

重庆市潼南区融媒体中心团支部

重庆市中医院第九（药剂科）团支部

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太平门社区团支部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部计划志愿者团支部

三、2021年“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共10名）
余鹏 重庆国际生物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员工

冉光培（女）重庆市城口县龙田乡卫星村第一书

记（西部计划志愿者）

李敏（女）重庆市渝中区大溪沟街道双钢路社区

党委副书记

张力 重庆市綦江区郭扶镇党政办公室一级科员

周航 重庆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电子物证

司法鉴定中心民警

邓李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2020级哲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李佳霖 重庆警察学院治安系治安学2017级治

安二区队学生

袁梦莹（女） 重庆市南岸区龙门浩职业中学校

2021级旅游管理专业学生

郑清源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护士

何林飞（女）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护士

四、2021年“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共8名）
许甜甜（女）中建三局重庆分公司团委书记

孟玲（女）重庆市江津区西湖镇团委书记

任小艳（女）重庆市武隆区白马镇六方坪社区团

支部书记

黄春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团委书记

任杰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团委书记

詹骞 重庆市长寿中学校团委书记

张娟（女）重庆市沙坪坝区教育团工委副书记、

沙坪坝区少先队总辅导员

李璐君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万州片区

分公司团委书记

2020年度“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重庆市优秀共青团员（团干部）”名单
一、2020年度“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共25个）
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团工委

重庆市黔江区金溪镇中心学校团委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团委

重庆广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湖街道团工委

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团工委

重庆市长寿区新市街道团工委

重庆市永川北山中学校团委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开州区税务局团委

城口县龙田乡团委

酉阳县桃花源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机关团委

重庆市两江新区鸳鸯街道团工委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重庆市中医院团委

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团委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城口供电分公司团委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无线网络中心团委

重庆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团委

重庆交通大学团委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重庆市南开中学校团委

重庆市工业高级技工学校团委

二、2020年度“重庆市五四红旗团支部”（共25
个）
千叶眼镜连锁股份公司销售部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南岸区税务局团支部

重庆市江津区乡村振兴联合团支部

重庆市南川区南城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重庆市綦江区扶欢镇插旗村团支部

重庆市大足区西部计划志愿者团支部

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养鱼社区团总支

重庆市潼南区城投集团机关团支部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车务段赶水

车间团支部

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团支部

中建信和地产有限公司重庆区域公司团总支

重庆银行开州支行团支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酉阳分公司团

支部

中铝集团西南铝熔铸厂机关团支部

华能重庆珞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运行团支部

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航道维护公司团支部

重庆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高级班团

支部

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本科2018级团总

支

重庆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团总支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财经管理学院团总支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团总支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智能制造学院电子信息工程

技术2019级3班团支部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高2019级第11

团支部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管理学院团总支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艺术教育系学前教育专

业2019级3班团支部

三、2020年度“重庆市优秀共青团员”（共45名）
周子衿（女）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高2019级5

班学生

徐炜 重庆市黔江区委组织部西部计划志愿者

冉尉宏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大石塔社区

综合服务专干

张宁玲（女）重庆市合川区中医院护士

熊燕妮（女）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街道张家坡社

区志愿者

彭祥静（女）重庆市大足区雍溪镇劳动就业和社

会保障服务所工作人员

唐韵秋（女）重庆市铜梁区土桥镇庆林村村务专

干

瞿伟 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铬粉铬绿车间

工艺技术员

冉彦玲（女）重庆市荣昌区直升镇人民政府西部

计划志愿者

薛璟（女）重庆市开州区关面乡泉秀村村主任助

理

黄锦秀（女）重庆市丰都中学高2019级28班学

生

黄婉云（女）垫江县中医院护理部干事

冉艳兰（女）重庆市忠县拔山中学校高2019级1

班学生

白鑫 团奉节县委活动部一级主任科员

王开欣（女）重庆市巫山大昌中学校高2020级9

班学生

薛胜智 巫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秦何豪（土家族）重庆市石柱中学校高2021级

18班学生

王坤容（女，土家族）重庆市秀山县峨溶镇初级

中学校初2018级3班学生

张优（女，土家族） 重庆市酉阳第一中学校高

2020级1班学生

殷嘉仪（女，苗族）重庆市彭水中学校高2018级

2班学生

任茜（女）国家税务总局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税务局四级主办

曹悦（女，土家族）重庆市渝中区阳光春苗幼儿园

小班班主任

卞凯翔 重庆广电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编辑

赵珊（女）重庆医药新特药品有限公司风险控制

管理部部长助理

史怀宇 重庆燃气集团重庆中梁山渝能燃气有限

公司职员

赵尉翔 重庆保税港区开发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办

事员

李家明（苗族）渝运集团中欧木业有限公司安全

运营部副经理

何海洋 重庆商社博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鹅岭保

时捷中心经理

杨浪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办公室综合管理

王珺（女）重庆川东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技术

员

王杰 中冶赛迪装备有限公司制造中心生产调度

员

李丹枫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客户管理部

客户资源管理室主管

张鑫宇（女）重庆师范大学“青马工程”全国研究

培训基地综合管理中心主任

吴菁华（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学

院国际商务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

张宜硕 四川美术学院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

2018级学生

周俊名 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会计信息化专业

2018级6班学生

韩雨舟 重庆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小学教育（全科

教师）专业2017级2班学生

张慢（女）长江师范学院财经学院金融工程专业

2017级1班学生

刘欣璐（女）重庆科技学院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院

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2018级1班学生

陈宇佳（女）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学

前本科专业2018级1班学生

张华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新能源汽

车技术专业2018级6班学生

陈柄宏（女）重庆护理职业学院2020级中医康

复技术1班学生

谭赵率天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高2018级37班学

生

冉思依（女，土家族）重庆市巴蜀中学校高2019

级12班学生

王译锋 重庆财经学院2017级CFA班学生

四、2020年度“重庆市优秀共青团干部”（共45
名）
张曾（女） 重庆市涪陵区江东街道团工委副书

记、党群办主任

喻圆园（女）重庆市聋哑学校团总支书记

高翔（女）重庆市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团工委副

书记、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

陈花（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团委书记

何季峰 重庆市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团委书记、

政策法规科副科长

庞文雯（女）重庆市工艺美术学校团委书记

李雨佳（女）重庆市渝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

周家洋 重庆市江津区青少年服务中心主任

王楠（女）重庆市合川区云门街道团工委书记

徐启利（女）重庆市綦江区教育委员会团工委书

记

邹盛兰（女）重庆市璧山区城关幼儿园团支部书

记

毛希望 重庆市铜梁区直属机关团工委书记

冯超（女）团重庆市荣昌区委组宣部副部长

王佳欣（女）重庆市梁平职业教育中心团委书记

刘涛 重庆市武隆区江口镇团委副书记、建环办

副主任

王佳（女）城口县周溪乡党委委员、团委书记

熊维 垫江县公安局团委委员

左欣（女）云阳县公安局团工委书记

魏光锐 奉节县吐祥中学校团委书记

黄敏（女）石柱县渝中实验小学少先队辅导员

万先鹏 重庆市第四十九中学校团委书记、万盛

经开区团委副书记（挂职）

唐万波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直属机关团委副书记

杨秀婵（女，白族）重庆两江新区竹林实验学校

团委书记

肖肖（女）重庆高速集团中渝分公司团委书记

陈艺伟 中建三局三公司西南分公司团委书记

米媛（女）重庆市公安局团委副书记

叶扬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团委书记、市民

政局团委副书记

张梦恒（女）重庆鸽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团委书

记

陈煜 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团

委委员

张邦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

张一凡 中冶建工集团市政公司机关团支部书记

蒋宜涛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有限公司航务管理部

团支部文体委员

李璐君（女）富士康科技集团（重庆）团委副书记

杨杰 重庆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摩通动

力团总支书记

彭柯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团委书记

傅杨（女）重庆工商大学体育学院团委副书记

周强 重庆三峡学院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团总支

副书记

杨作亚（女）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财经学院团

总支书记

杨海红（女）重庆电信职业学院教育与设计学院

2019级建筑室内设计一支部团支部书记

陈亮（土家族）重庆机械技师学院团委书记

周美琳（女）重庆商务职业学院餐饮旅游学院团

总支学生副书记

肖哲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团委干事

李小兵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团委副书记

梁景元（苗族）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团总

支书记

乔慧（女）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团总

支书记

（上接1版）酝酿“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的中共一大
代表，平均年龄28岁；在重庆，盼儿“以建设新中
国为志”的江姐牺牲时29岁，“处此域中，惟有奋
斗”的杨闇公牺牲时29岁……无数新青年以青春
之我，创建青春之中国，成就了今天的盛世和人民
的幸福生活。

平视世界的青年一代，享受到了前人披荆斩
棘换来的幸福，也赓续着先辈们的精神血脉。从
脱贫主战场、创新最前沿，到抗疫第一线、基层大
舞台，年轻的心和滚烫的大地紧紧拥抱在一起，不
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留下了充实、温暖、持久、
无悔的青春回忆。他们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
国青年是堪当大任的，依然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
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五四青年节，是一个回望的日子，更是奋进的日
子。平视世界的青年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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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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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重任在肩。具体到重庆，城市发展的美好前景，
为巴渝青年施展抱负、放飞梦想提供了广阔舞台。在
建党百年之际，广大青年要从党史学习中激发信仰、
获得启发、汲取力量，爱国爱民、锤炼品德、勇于创新、
实学实干，不断蓄积青春搏击的能量，勇做走在时代
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100 年前，邓中夏给重庆青年回信中附诗
《问》：“光明在山顶上，可是山前山后，荆棘丛丛，
山左山右，豺狼阻路。青年朋友们，去呢不去？”新
征程上，同样会荆棘丛丛，需要青年朋友们带着无
比坚定的心向光而行。平视世界的青年一代，心
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为了理想不懈怠，必将在
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上接1版）
据了解，养老服务中心面向辖区60岁以上的

老人开放，可免费参与手工制作、书报阅读、健康
监测、心理疏导、智能手机辅导，以及太极拳、健身
操、广场舞、声乐、老年瑜伽等老年大学活动。60
岁以上的户籍老人入住养老服务中心，还可享受
一系列优惠政策。

“我们希望充分整合辖区养老服务资源，

着力打造‘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相
融合的‘三养合一’社区养老服务模式。”香炉
山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除了养老服务
中心，辖区 5个社区也建立了养老服务站，通
过“中心带站、融合服务”的方式，做实服务工
作，增强服务功能，丰富服务内涵，探索实施养
老服务新模式，打造重庆高新区养老服务示范
样本。

重庆高新区首个养老服务中心揭牌运营

（上接2版）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

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
年，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中国共产党从
来都把青年看作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从来都把青年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生力
军，从来都支持青年在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实现
自己的人生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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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信
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为青年
驰骋思想打开更浩瀚的天空，为青年实践创新
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青年塑造人生提供更丰
富的机会，为青年建功立业创造更有利的条
件。各级领导干部要关注青年愿望、帮助青年
发展、支持青年创业，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做
青年工作的热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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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各
级党委要从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
础的战略高度，加强对团的工作的领导，为团
组织提供良好工作环境和条件。各级党委要
热情关心、严格要求团干部，帮助他们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做他们建功成才
路途上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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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
度重视高校工作，始终关心和爱护学生成长，

为他们放飞青春梦想、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
台。要全面深化改革，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
境，促进社会流动，不断激发广大青年的活力
和创造力。要强化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支
持帮助学生们迈好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各级
领导干部要经常到学生们中去、同他们交朋
友，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2015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
的群团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党委必须从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党的
群团工作的领导。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
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党员干部带头示范、
群团履职尽责的工作格局。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为群团组织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要深
入把握党的群团工作规律，完善党委领导群团
组织的制度，提高党的群团工作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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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
要求青年、积极引导青年，为广大青年成长成
才、创新创造、建功立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全党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
倾听青年心声，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
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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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是根脉，
面向的是未来，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2018

年7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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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委要关注
关心青少年成长，为他们成长成才、施展才华创
造良好条件。各级党委要拿出极大精力抓青年
工作、抓共青团工作，切实尽到领导责任。”

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
“共青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
道路，不断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坚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
根本任务，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
础作为政治责任，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
工作主线，认真履行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
青年、联系服务青年的职责，不断创新工作思
路，增强对青年的凝聚力、组织力、号召力，团
结带领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不断开拓创新、奋发有
为。”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中
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属于青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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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青年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
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
弄潮儿，一定能够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
重任，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
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人民日报5月4日署名文章 新华社北京
5月3日电）

让青春在奉献中焕发绚丽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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