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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广大青少年中

进一步深化中国梦学习宣传教育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全国

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

委,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

委:

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 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是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 也是新形势下共青团工作的时

代主题。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共青团和青少年工作的重要要

求, 引导青少年牢固树立中国梦的远大理想, 坚定跟党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增强将个人梦想融入中国梦、 勇于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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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的信心, 共青团中央决定在近年来全团广泛深入开展 “我的

中国梦冶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中国梦学习宣传

教育引向深入。 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 基本思路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讲好中国故事, 事半功倍冶 的

要求, 与在青少年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相融

合, 与青年创新创业创优行动等团的品牌工作相互动, 以广泛开

展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 青春故事学习、 讲述、 分享、 传播活动

为基本途径和主要载体, 引导广大青少年学习了解中国历史, 深

刻感受中国成就, 大力弘扬奋斗精神, 坚定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

国梦的信心, 坚定 “三个自信冶。

二、 工作安排

1. 以 “勿忘历史·圆梦中华冶 为主题, 广泛开展党史国史

学习教育。 围绕学习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党史国史, 开

展富有特色的团队主题活动, 引导青少年读历史故事、 知历史人

物、 晓历史脉络、 明历史走向。 重点结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等

契机, 发动广大基层团组织开展 “四个一冶 活动 (阅读一本优

秀故事图书, 观看一部优秀影视剧, 开展一场主题学习交流, 传

播一个感人的党史国史故事), 帮助青少年加深对中国梦历史源

起、 发展脉络的认识理解, 加深对党和人民为之进行的接力奋斗

的认识理解, 增进对党的领导的认同, 增强 “三个永远热爱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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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基层团支部 (团总支) 要围绕 “四个一冶 内容, 至少分别

组织开展 1 至 2 次活动。 发动基层少先队组织继续深入开展 “红

领巾相约中国梦冶 活动。 县级和县级以上团委领导班子成员都要

参加基层的活动。 省级、 地市级团委要组织开展示范性活动。

2. 以 “我看中国新变化冶 为主题, 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

育。 通过邀请党政领导、 专家学者举办形势政策宣讲会、 报告

会, 在团员青年和少先队员中开展主题演讲、 故事分享、 参观寻

访、 图片展览、 书画展示等活动, 讲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面貌、

家乡面貌和人民生活不断发生的巨大变化, 引导青少年从雄辩的

事实、 鲜活的事例、 具体的数字、 切身的感受中, 深刻认识党领

导人民创造的 “中国奇迹冶, 全面客观看待我国经济社会持续深

刻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进一步增强对改革开放和中国

道路的认同和信心, 增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等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的认同

和信心。 面向高校、 中学和中职学校, 分别以 “与信仰对话冶

“与人生对话冶 “彩虹人生冶 等品牌活动为载体, 各学校团组织

至少开展 1 至 2 次报告会、 分享会、 主题团日等活动。 县 (区)

级团委和各行各业基层团委, 至少组织开展 1 至 2 次主题活动。

省级、 地市级团委要组织开展示范性活动。

3. 以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冶 为主题, 持续深化青春奋斗故

事分享活动。 重点围绕学习成才、 献身祖国、 扎根基层、 创新创

业、 奉献社会等专题, 有针对性地遴选组织各类青年典型深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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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开展系列青春故事分享活动, 引导青年敢于有梦、 勇于追梦、

勤于圆梦。

“学习成才———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冶 专题, 侧重分享传播青

年学生、 青年工人等群体中勤奋学习、 钻研技术、 苦练本领的青

春故事;

“献身国防———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冶 专题, 侧重分享传播青

年官兵、 大学生等群体中投笔从戎、 忠于职守、 爱军精武的青春

故事;

“扎根基层———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冶 专题, 侧重分享传播青

年志愿者、 大学生村官、 支边援边等群体中在艰苦地区、 社区农

村等基层一线甘于付出、 勤恳工作、 艰苦奋斗的青春故事;

“创业创新———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冶 专题, 侧重分享传播各

类青年群体中艰苦创业、 勤劳致富、 矢志创新的青春故事;

“奉献社会———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冶 专题, 侧重分享传播各

类青年群体中助人为乐、 扶贫济困、 热心公益的青春故事。

今年要把在基层深化分享活动作为重点。 省级、 地市级团委

在抓好示范带动的同时, 着力在青年典型推荐、 活动组织等方面

加强指导。 基层团组织要注重发现 “草根榜样冶, 用好身边各类

“向上向善好青年冶。 学校团组织要发挥好 “挑战杯冶 “创青春冶

“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冶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冶 等学生典型

的同伴教育作用。 县 (区) 级团委和各行各业基层团委, 至少

开展 3 场不同类别的分享活动。 团中央将组织开展示范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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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要求

1. 加强工作统筹。 贯彻 “全团抓引导、 种好责任田冶 的要

求, 宣传战线要履行好统筹推动职责, 学校、 少先队战线要抓好

各类大中小学活动的开展, 城市战线要抓好城市 (社区)、 机关

和事业单位、 国有和非公企业活动的开展, 农村战线要抓好县

级、 乡镇一级活动的开展, 组织、 统战等战线要做好推荐典型、

专家支持等方面的工作。 各级团委主要负责人要加强领导协调,

切实履行好青少年思想引导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

2. 强化媒体联动。 在做好团属传统媒体宣传报道的同时,

大力强化新媒体宣传。 中青网等团属重点网站开设活动专题页

面, 深化 “千网联动冶, 交流展示活动情况。 充分发挥全团微博

微信矩阵的作用, 充分发挥共青团网评员、 网宣员、 青年网络文

明志愿者等队伍的作用, 策划推出 “中国故事青年说冶 “我看中

国新变化冶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冶 等重点话题, 积极编创、 传播

图文微博、 微视频等网络文化产品, 形成网上活动热潮。 进一步

加强对各类青少年典型的宣传报道, 扩大社会影响。

3. 抓好工作落实。 要用好清明、 五四、 六一、 七一、 八一、

抗战胜利纪念日、 十一、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重要时

间节点, 逐次形成活动热潮。 要大力发动基层, 落实各项任务,

确保青少年受教育、 活动有实效。 3 月下旬前, 各省级团委要结

合各自实际制定实施方案。 各战线要提出各自的目标任务, 协同

抓好工作督导。 7 月上旬和 12 月上旬, 各省级团委、 各战线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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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年中、 年底工作总结, 分别报送阶段性工作情况。

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团员青年中深化中国梦学习宣传教育的

有关安排, 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根据本通知精神作出部署。

联 系 人: 高摇 亮

电摇 摇 话: 010—85212199

电子信箱: 85212199@ 163. com

共青团中央

201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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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2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