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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

任务, 新疆共青团严格落实 “全团抓思想政治引领冶

责任, 用心去想、 努力去做, 真正下到青少年中去, 切

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团员、 教

育青年。 现编发有关经验做法, 供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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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共青团强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

近年来, 新疆共青团紧紧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根本任务, 坚持问题导向、 发挥组织优势, 以 “每月三统一、

每周大学习冶 为主要抓手, 大力加强对各族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引

领和价值塑造。

一、 加强政治引领的主要做法

新疆共青团开展青年思想引领, 主要做法是每月统一开展视

频主题团日、 推出主题团日课件、 提供少先队活动课内容, 并每

周组织团员参与 “青年大学习冶 网上主题团课。

1. 面向南疆农村 (社区), 每月统一开展视频主题团日。

为有效、 便捷、 准确传播党的声音和思想主张, 使团的思想引领

工作落实到农村 (社区)、 进入到支部、 触碰到青年, 2018 年 7

月以来, 每月组织南疆五地 (州) 的村 (社区) 团支部集中开

展 1 次视频主题团日。 主题团日由团自治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

宣讲, 采取汉、 维双语形式, 主题涵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

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青春助力脱贫攻

坚、 尊法守法用法、 正确认识新疆历史、 正确使用互联网等内

容。 宣讲前, 组织开展唱团歌; 宣讲后, 开展重温入团誓词、 团

员交纳团费, 增强团员意识。 截至 2019 年底, 已连续 18 个月开

展视频主题团日, 每次覆盖南疆村 (社区) 团支部超过 5000 个、

团员和入团积极分子 6 万余人, 累计参与超过 116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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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向大中学校, 每月统一推出主题团日课件。 “三会两制

一课冶 是团的组织生活的基本制度, 团日活动是强化团员教育的

重要载体。 近两年新疆通过从严治团、 大抓基层, 印发实施自治

区 《共青团基层组织主题团日实施规范 (试行)》, 团员参加团

的组织生活的自觉性明显提高。 同时, 也面临教育形式单一、 内

容供给不足、 活动效果欠佳、 团员获得感不强等问题。 经过调

研, 从 2019 年 3 月起, 团自治区委组织精干力量, 每月统一制

作学校领域主题团日课件, 下发给全区所有大、 中学校团组织使

用。 主题团日课件包括统一的宣讲稿、 PPT 课件、 视频等内容,

注重把党的和国家的 “大道理冶 转化为团员学生能懂易懂的

“小故事冶, 受到了基层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普遍欢迎。 截至

2019 年底, 每月主题团日课件覆盖全区大、 中学校 1046 所, 直

接受益团支部 1. 9 万个、 团员学生 62 余万人。

3. 面向小学, 每月统一提供少先队活动课内容。 根据团中

央、 教育部、 全国少工委要求, 团自治区委积极争取教育部门支

持, 落实每周一课时的少先队活动课。 时间保证了, 但少先队活

动课上什么、 怎么上、 活动怎么开展的问题日益突显。 2019 年 9

月起, 团自治区委、 区少工委聚焦对政治思想启蒙和价值观塑

造, 组织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团队, 每月编写统一主题的少先队活

动课课件和讲稿, 供全区基层少先队中队使用, 覆盖小学 3300

所、 少先队员 150 余万人。 针对不同年龄段少先队员的特点和接

受习惯, 课件分为小学低段 (1 至 3 年级) 和高段 (4 至 6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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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版本, 低段突出音视频教育、 高段穿插实践活动指引。

4. 面向各领域团员青年, 每周组织参与 “青年大学习冶 网

上主题团课。 坚持组织化和社会化动员相互促进, 广泛引导全区

各领域团员青年积极参加共青团中央官方微信开办的 “青年大学

习冶 网上主题团课。 2018 年 8 月以来, 新疆团员青年参与度在全

团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每期参与人数保持在 45 万人左右。 已经

结束的六季网上主题团课中, 新疆取得了全国综合排名两季第

一、 一季第三、 三季第四的较好成绩, 持续抓网上思想引领呈现

出较好效果。

二、 工作中把握的重点方面

针对政治引领工作思想性强、 敏感性高的特点, 新疆共青团

在工作中注意把握以下重点方面。

1. 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团自治区委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 强化政治把关, 把增强 “四个意识冶、 坚定 “四个自

信冶、 做到 “两个维护冶 贯穿青年思想引领工作各方面和全过

程。 每月南疆五地 (州) 主题团日宣讲稿、 学校主题团日和少

先队活动课课件, 团自治区委班子都反复研究、 逐句修改、 层层

把关, 确保政治方向正确、 思想立场不偏。 比如, 严格按照有关

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座谈纪要和 《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 白

皮书等精神, 面向南疆农村 (社区) 团员先后开展了两次学习

新疆 “四史冶、 增强 “五个认同冶 的视频主题团日, 还原历史真

相, 澄清错误认知, 引导团员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 “五观冶,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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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维护祖国统一、 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

2. 持续强化正面宣传。 正面宣传是团组织开展思想引领的

基础工作方法。 紧紧抓住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等重大契机, 面向各族青少年大力宣传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 唱响中国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 改革开放好、 人民领袖好

的主旋律。 比如, 在 “青年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冶

视频主题团日中, 列举了大量事例和数据, 宣传党中央、 各级党

委政府、 广大干部群众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绩, 引导

各族团员青年倍加珍惜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 为了深化爱党爱国

教育, 面向南疆农村开展了 “我和祖国共成长冶 视频主题团日,

面向大中小学分别制作了 《壮丽 70 年·我与祖国共奋进》 主题

团日课 件 和 《 我 爱 你, 中 国 》 少 先 队 活 动 课 课 件。 为 了 让

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袖形象在各族青少年心中扎根, 紧紧围绕青年

习近平的成长故事, 分别以 《初心》、 《窑洞里的读书人》 为主

题制作团课课件, 引导团员青年向总书记学习、 向总书记看齐,

坚定信念、 励志勤学。

3. 加强产品供给转化。 团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直接决定思

想政治引领工作成效, 而矛盾在于现实需求与供给能力的 “倒

挂冶: 越到基层、 越面向普通青年越需要生动阐释党的理论, 而

越到基层团的组织和干部队伍越薄弱、 越难以承担起转化阐发的

任务。 这一矛盾在新疆更为突出, 迫切需要团的领导机关承担起

加强内容和产品供给转化的职责。 “每月三统一冶 体现的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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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工作的扁平化、 精准化、 精细化: 对于团自治区委来说是

“做菜上桌冶, 全面完成采购、 配料、 加工到成品; 对于基层团

组织来说是 “端碗吃饭冶, 重点负责组织落地和直接面向青年传

播。 通过持续优化和改进, 基层团组织普遍反映, 团自治区委加

强内容供给和产品转化, 形成了一批普遍适用的工作成果, 较好

解决了基层团组织思想引领 “不知道干什么、 不知道怎么干冶

的问题。 现在, 经常会有基层团干部、 少先队辅导员提前咨询下

个月的 “主打产品冶。 喀什地区莎车县古勒巴格镇小学少先队辅

导员阿热孜古力·努尔在网上留言说, 自己在参加全国少先队骨

干辅导员培训期间, 将有关课件分享给同班学员, 得到了大家的

热情点赞。

4. 主动融入青年生活。 思想引领只有贴近实际才能真正影

响青年、 只要融入生活就能真正触动青年。 坚持少一些 “阳春白

雪冶、 多一些 “下里巴人冶, 多用青少年能理解、 可触摸、 易感

知的身边人、 身边事作为鲜活素材, 在落小、 落实、 落具体上下

功夫。 比如,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较低既是南疆青年成长发展

的重要障碍, 也是易受错误思想影响的重要原因。 为此, 团自治

区委书记买买提江·达吾提围绕 “青年要做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表率冶 主题, 结合个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故事和成长

经历, 深入浅出地面向团员青年宣讲学习的重要性和方法, 引起

了强烈共鸣。 在今年 9 月份的 《谢谢您, 老师》 主题团日课件

中, 选取了新疆最美高校辅导员吐尔逊麦麦提·艾买提江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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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用身边典型引领青年成长。 针对部分青年热衷游戏、 沉迷

网络的现象, 我们围绕 “青年要正确使用互联网冶 开展视频主

题团日, 引导青年依法用网、 文明用网、 理性用网。

5. 发挥组织骨干作用。 在加强内容和产品供给的过程中,

始终强调紧紧依托团的组织体系开展工作, 持续发挥团组织和团

干部的作用, 确保思想引领落地见效。 比如, 依托 “智慧团建冶

系统, 对基层接收使用团课课件情况开展电话随机抽查, 结合调

研开展座谈访谈、 掌握团员青年学习效果, 督促团组织履职尽

责。 加强对团干部的激励和锻炼, 团自治区委先后安排三名机关

青年干部 “上台出镜冶, 面向数万名团员开展视频主题宣讲。 在

团自治区委举办的主体培训班次上, 常态化举办团课大赛、 技能

大赛、 主题演讲比赛, 增强了团干部面对面做青年群众工作特别

是思想引领工作的本领。 有的团干部受到启发, 在统一课件的基

础上结合专业和实际进一步丰富充实课程内容; 有的还通过集中

组织试讲等方式, 组织团学干部和骨干参与讲团课、 实现以点

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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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直属单位负责人, 省级团委书记。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20 年 1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