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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摇 全国少工委

关于印发 《秦宜智、 袁贵仁同志在中国少年先锋队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团委、 少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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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 《秦宜智、 袁贵仁同志在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致词》 印发你们, 请认真学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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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全团带队的光荣职责

为党和人民事业培养接班人

———在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2015 年 6 月 1 日)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摇 秦宜智

亲爱的少先队员小朋友们、 辅导员老师们、 同志们:

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 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今天开幕了。 我代表共青团中央, 向全国小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

候, 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刚才, 习近平爷爷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全体代表,

习近平爷爷发表了重要讲话, 李源潮爷爷代表党中央致了祝词。

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少年儿童的殷殷

厚望和对少先队事业的高度重视, 是对全国少先队员和少先队工

作者的巨大鼓舞。

少先队是伴随新中国的建立、 由我们敬爱的党亲手创建的。

在党的领导和共青团带领下, 在教育部门、 中小学校、 社会各界

支持下, 少先队把广大少年儿童团结在党的旗帜下, 教育引导少

先队员小朋友健康成长, 少先队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 过去的五

年, 少先队用中国梦激励少先队员,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

少先队员, 组织教育、 自主教育、 实践活动很有成效。 这是党关

怀的结果, 是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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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向关心少年儿童和少先队事业发

展的各级党委、 政府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 向辛勤耕耘的

全国广大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年儿童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

对于每个家庭、 社会和国家来说, 小朋友们既是今天, 更是

明天。 生活的幸福、 国家的前途, 都在小朋友们身上。 在党的领

导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需

要小朋友们成长起来、 奋斗起来。 各级少先队组织要帮助少先队

员小朋友学好、 记牢习近平爷爷的谆谆教诲, 学好、 落实好

李源潮爷爷代表党中央的祝词, 努力成长得更好, 成为党和人民

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少先队要精心育人。 小朋友们的心灵都是纯洁的, 小树长得

直不直、 好不好, 关键在如何培育。 少先队要牢牢把握自己的组

织属性, 引导队员们从小立志向、 有梦想, 相信党、 热爱党, 听

党的话、 跟党走, 让党、 团、 队三面旗帜飘在自己心里。 帮助队

员们了解祖国的光荣历史、 受过的苦难, 知道党带领人民奋斗的

成就和艰辛, 从小就学会艰苦奋斗, 将自己的小心愿融入中国梦

的大理想。 帮助队员们 “记住要求、 心有榜样、 从小做起、 接受

帮助冶, 从小做到 “五爱冶, 培养好思想、 好品行、 好习惯, 人

人争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小模范。 中华民族几千

年光辉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国人的根基和血脉。 少先队

要引导队员们热爱它, 弘扬它, 争当美德小达人。 要倡导各族小

朋友手拉手、 心连心, 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要帮助队员们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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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练体魄, 争做文明小网民, 阳光生活, 快乐成长, 全面

发展。

少先队要搞好建设。 少先队是党领导的少年儿童自己的组

织, 大家要齐心协力把她建设好。 开展好少先队活动, 在每一个

中小学校的课内外、 社区、 小朋友们的活动场所, 把大家组织起

来, 活跃起来。 培养好少先队辅导员, 帮助辅导员学习、 工作、

生活和成长。 辅导员要坚定理想信念, 培养道德情操, 认真丰富

学识, 强化仁爱之心, 都能为队员们带好路、 服好务。 建设好少

先队集体, 少先队是自主、 平等、 友爱、 向上的集体, 要用集体

的力量帮助大家成长, 温暖和引领大家的心灵。

少先队要改革创新。 我们国家正在全面深化改革。 少先队做

好自己的工作, 也要改革创新, 跟上时代。 组织好少先队研究,

做少先队工作的同志要经常走到小朋友中间去, 听听小朋友们怎

么说、 怎么想, 一切从小朋友们的实际出发。 发挥好老同志、 教

育和科研机构的作用, 加快人才培养, 建设新型智库。 推进好校

内外结合, 深化小学少先队工作, 加强中学工作, 积极推动社

区、 校外少先队组织建设和活动, 帮助少先队员接触社会生活、

接触大自然、 体验我们伟大的时代。 树立起互联网思维, 积极探

索 “智慧队建冶, 努力实现少先队工作线上线下相互融合、 相互

促进的新格局。 开展好服务和维权, 积极承接政府少年儿童事

务, 千方百计为小朋友们特别是困难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党把带好少先队的任务交给了共青团。 各级共青团组织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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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 组织、 工作、 队伍、 作风上带好少先队。 要把牢少先队

正确的政治方向, 主动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密切团教合作, 团结

社会各界, 健全各级少先队工作委员会, 配齐配好少先队辅导

员, 为少先队辅导员创造更好的条件, 切实把党的希望和要求贯

彻到少先队全部工作之中, 推动少先队工作开创新局面。 全团要

把关心和帮助少先队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 在团内树立起像对待

自己弟弟妹妹一样爱护全体少年儿童的风气。

少先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 星星

火炬事业是面向未来的崇高事业。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虚功实做, 难事长做, 在为

党和人民事业培养接班人的征途上作出新的贡献, 让亿万小朋友

好好成长, 让星星火炬永放光芒!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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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2015 年 6 月 1 日)

教育部部长摇 袁贵仁

亲爱的少先队员小朋友们, 同志们:

今天是 “六一冶 国际儿童节。 在这个充满欢乐与幸福的节

日里, 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了。 我代表

教育部, 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全国亿万少年儿童致

以节日的祝福! 向广大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崇高

的敬意!

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

校。 第六次全国少代会以来, 在党的领导下, 在共青团带领下,

少先队积极适应时代发展和少年儿童成长需要, 与学校教育、 家

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 深入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活动、 文

体活动和各种道德实践活动, 为促进广大少年儿童勤奋学习、 快

乐生活、 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 党和国家始终关心少

年儿童健康成长, 高度重视少先队工作。 2013 年, 习近平总书记

在同各族少年儿童代表共庆 “六一冶 儿童节时, 提出了 “爱学

习、 爱劳动、 爱祖国冶 的殷切希望。 2014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参加庆祝 “六一冶 儿童节活动时强调,

少年儿童要做到 “记住要求、 心有榜样、 从小做起、 接受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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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冶,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 刚才,

习近平总书记又亲切接见了少代会代表, 并发表重要讲话, 为少

年儿童健康成长和少先队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们一定要认

真学习、 深刻领会、 全面贯彻落实。 我们坚信, 广大少年儿童一

定会在党的关怀下、 在星星火炬照耀下, 永远听党的话、 跟党

走, 树立远大志向, 勤于学习实践, 培育美好心灵, 锻炼强健体

魄, 学会知识技能、 学会动手动脑、 学会做人做事, 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 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

可靠接班人, 时刻准备为祖国富强为人民幸福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们坚信, 少先队组织和少先队辅导员们一定会始终牢记党和人

民重托, 继续发扬优良传统, 积极创新方式方法, 引导少年儿童

提高学习能力、 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 养成好思想、 好品格、 好

习惯, 促进少年儿童主动适应社会、 开创美好未来。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做好少先队工作是党的要求, 是教育

系统神圣职责。 各级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要认真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 从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 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把少先队工作作为学

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力支持少先队组织更好地为少年

儿童服务。 要将少先队工作与加强学校党建团建和德育思政工作

有机结合起来, 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校园文化有机结合起

来, 广泛开展组织教育、 自主教育和实践活动。 要切实保障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农村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受教育权利, 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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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都能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要选

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担任少先队辅导员, 为少先队事业发展提供

坚强保证。

少先队员小朋友们, 同志们: 少年儿童是今天的小主人, 明

天的大栋梁。 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冶 战略布局, 共同促进少年儿童健康

成长,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冶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最后, 预祝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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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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