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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
全体“90后”党员回信精神

青春抗“疫”，广东青年志愿者一直在路上

珠海青年志愿者在抗疫中的感人故事

1 青年突击队，战“疫”火线上的尖刀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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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起防疫青春长城

全国5.2万余支青年突击队、

111.8万余名团员青年迅速

集结，在疫情防控各个领域

勇当先锋，敢打头阵，为抗

击病魔贡献青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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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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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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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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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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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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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线上的尖刀利刃

保卫人民生命健康的血路在打通——

冲刺中国速度记录的齿轮在加速——

保障正常社会秩序的经纬在编织——

助力复工复产的马达在轰鸣——

紧扣交通运输物流生命线的脉搏在跳动——

群防群控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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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速度”挺在前面，青年突击队的优势是极速响应

“17年前的非典，我们少不
更事；17年后的今天，作为
共青团员，我们责无旁贷，
当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疫情暴发初期，上海铁路局
合肥电务段24名“共青团号”
青年突击队员在请战书上郑
重按下指印。这是70万铁道
青年迅速响应团组织“让我
们学着先辈的样子，勇往直
前”倡议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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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集体”挺在前面，青年突击队的力量来自化零为整

“在临床，我们的代号都是
江苏，这里没有个人的名字，
也没有个人的医院。”镇江
援湖北医疗支援队临时团支
部团员朱玮晔在日记里记下
了这一段话。江苏各地团组
织以8.6万多名团员青年为主
体，组建3800余支青年突击
队战斗在武汉、黄石、孝感
一线病床和本省各领域、各
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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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示范”挺在前面，青年突击队需要党员、团员率先垂范

团济南市委发动机关80名党
员干部组建青年突击队，冲
在最前线，投身核酸检测、
医学观察、社区防控、交通
联防等37个关键任务，为基
层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作
出示范，带动各区县团委74
支青年突击队，结合地区、
行业特点开展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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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人民生命健康的血路在打通——

“组织历练我、学校培养我，
就是希望我在这一刻能够挺身
而出”“我年轻，身体素质好
一些，我应该去一线”“在国
家需要，人民需要的时候，挺
身而出”……伴随着青春的铮
铮誓言，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中，武汉医疗卫生领域3047
名团员青年冲在“逆行”队伍
第一线，组成“抗疫先锋”青
年突击队，从重症监护室到基
层社区，日夜坚守发热门诊、
留观病房、抢救室，把守诊断、
救治新冠肺炎的第一道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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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中国速度记录的齿轮在加速——

短短10天，中建三局牵头完成
了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任务。
为圆满完成任务，由6支共322
名员工组成的青年突击队制定
“小时制”作战地图，搭建工
程“大数据”，采取24小时轮
班作业，在建设者的昼夜鏖战
下，优质高效地实现医院交付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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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正常社会秩序的经纬在编织——

在公共安全领域，武汉市公安
局江岸区分局二七街派出所青
年突击队接到转移疑似病患任
务后毫不迟疑，队员坚称“战
友们都在战斗，我不能当逃兵，
我还是得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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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复工复产的马达在轰鸣——

团青岛市市南区委组建“复工
复产”青年突击队，9支分队发
挥所长，有的提供法务咨询，
有的协助复工备案，有的发动
自家团员青年作为“共享员工”
帮助兄弟企业。突击队已累计
联系企业8580余家，协助1100
余家企业备案登记，提供政策
咨询784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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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交通运输物流生命线的脉搏在跳动——

作为接待疫情多发地旅客入境
的主要口岸，港珠澳大桥海关
青年突击队员顶住高风险压力，
发挥专业医学背景优势，护送
自港澳返回的旅客入境，做好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和 医 学 排 查 ，
“让旅客相信我们是一支专业
的队伍，是值得信赖的国门卫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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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防群控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澎湃——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关键防
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最有效的防线。响应团中央对
大学生团员到社区（村）报到
的号召，全国各地返家乡的大
学生团员青年们走出“小家”
服务“大家”，用一项项实打
实的服务，发挥着团组织在城
乡基层治理体系中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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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突击队动若风发，是团的组织力提升的集中反映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援鄂医疗队
中，医院团委原副书记担任队
长，与队中17名团员组成“尖
刀中的尖刀”。发生疫情以来，
随着各级团组织的倡议号召，
团支部已成为动员青年突击队
的基本单元，年轻党员、团干
部和团员则成为青年突击队的
主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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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突击队高效多能，迅速形成战斗力，是提升共青团大局贡献度的标尺

“你们是工地上的佼佼者，你们一
不唱歌，二不跳舞，最需要你们的
就是吃苦精神。”1954年北京建工
胡耀林等18名团员青年，在北京展
览馆工地举起了全国第一面青年突
击队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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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疾风劲草、当烈火真金，青年突击队是彰显组织功能、加强党团衔接的纽带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浙江新兴村驻村指导员叶准，
在防疫攻坚中，面向党旗庄严
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
产党预备党员。据不完全统计，
自疫情暴发以来，金华市有10
名青年突击队员火线入党，宁
波市有200余名团员向党组织递
交入党申请书。



2 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
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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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以“90后”
为代表的青年一代挺身而出，敢于担当，无
私奉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
风貌。他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挑重担、
经受考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年轻一代的责
任和担当，以英雄壮举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树
立了榜样。 
       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
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回信，向他们和奋
斗在疫情防控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致以诚
挚的问候，称赞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
是堪当大任的。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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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青年
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
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希望广大
青年在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长、在
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在实践
中增长工作本领，不惧风雨，勇挑
重担，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
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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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u 此次防疫战争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

u “90后”在防疫战争中的表现尤其耀眼

这封回信的深刻背景

此次疫情是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这次支援湖北武汉的医护人员之中，90后、00后
就有1.2万人，占了整个队伍的将近1/3，显然他们
已经成为这场战疫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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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回信的根本启示

云

课

党

n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始终关注青年。

n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始终信任青年。

n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始终依靠青年。

越是到困难时刻，爱国主义越是激昂。五四运动百年之后，平时最具个性的“90后”

青年，甘愿将自己视为最平凡的个体，汇入抗疫的大军之中，他们在祖国各个角落，

各个领域为了同一个目标，为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不惧生死、救死扶伤、顽强拼搏，

他们闪耀着光芒，燃烧着青春，接过了上一代青年人递来的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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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回信的重大意义

01

这封信肯定了新
时代青年的贡献。

02

这封信指明了新

时代青年的奋斗

方向。

03

新时代青年必将

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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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广大青年不负党中央的关心嘱托，弘扬爱国主
义，培育民族精神，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
的事业中，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
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
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2 青春抗“疫”，广东青年
志愿者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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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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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在家的小伙伴们也许还在休息
何嘉宁和他的志愿者朋友们
已经准备了热腾腾的早餐

送给在医学隔离观察点的留观人员

在平凡的岗位
做出自己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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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穿马甲，手拿登记表的志愿者
不停地走访社区里的各家各户
原来他们是一群大学生志愿者

他们协助上门排查工作
每天要走访30户人家

最高8层楼

我志愿
我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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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理发店”开业了
2月份以来

经常从早上9:30开始
免费帮助大家解决“头等大事”

到现在已经服务了
800多名一线防疫工作者

战“疫”一起上
“头等大事”我来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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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溪是参加过非典防控工作的志愿者
她们这次在高速出口

对来粤人员和车辆进行登记
返程人流量非常大
晚上高峰期更是

没有一刻休息的时间
但张溪说耐心、细致、负责

这是志愿者的职责

奉献青春
战“疫”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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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情的“后援团”来了
河源市黄村镇的村民
将近5万多斤的农产品

捐赠出来
希望传递广东人民

对湖北人民的大力支持

一起上并肩共战“疫”
我做你强大的后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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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之下，广东省参与防疫防控的志
愿服务组织（团队）有6500余个，
上岗志愿者18.08万余人，累计服务
时长超过556.9万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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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精神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3 珠海青年志愿者在抗疫中的感
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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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青年志愿者在抗疫中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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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婷一

在春节期间由于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医院医护人员存

在严重的人手不足，儿二科处于儿童疫情的防护一线，

面对存在的疑似患者，为了科室的防疫工作能够有条不

紊的进行，她放弃了休假回江西老家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25年来第一次只身一人在异地他乡度过春节。即便知

道有感染的危险，仍自愿选择留在疫情防护工作的最前

线，春节期间连续九天和医院同仁一起奋战，抗战病毒，

并积极报名参加了珠海市妇幼保健院“新冠”疫情防控

党员突击队，作好在医院及疫情需要时冲到一线去。

单位：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出生年月：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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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娇艳二

1月26日，梁娇艳穿戴好防护措施来到望海楼疫情观察

点，这里共有19名密接人员在接受医学观察。梁娇艳

的工作是对每一位观察者进行体检，包括查血、测量体

温等，她要坚守24小时，直到下一位医务人员交班。

“在疫情观察点，很多人都是自愿被隔离的，他们为了

更好地控制疫情，放弃了举家欢聚，他们更需要被照顾，

被关心。”梁娇艳说着便红了眼眶，“被隔离的感觉不

好受，他们有些灰心。但我极力安慰、用心倾听，严密

观察他们的生命体征，希望在我的努力下，能让他们安

全、乐观、有信心的度过隔离期。”

单位：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出生年月：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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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欣彤三

姚欣彤听母亲说村里疫情防控工作人手不足，一线执勤人员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工作十分辛苦,

便主动请缨加入疫情防控志愿队伍，在抗击疫情一线贡献力量。在参与防疫一线服务的30多

天里，姚欣彤在南潮村一线疫情防控检查点登记进村人员和车辆信息、测量体温、发放疫情防

控宣传资料等。整天不辞辛苦地奔波在一线上，没说一声苦、叫一声累。

单位：江西科技学院
出生年月：199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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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众志成城的防疫阻击战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
“成人礼”，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前赴后继、
为国奉献的“里程碑”。

※  加强理论学习 

※  提高政治站位

※  强化科学思辨 

※  投身具体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