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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李源潮同志在“六一冶国际儿童节

少先队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团委、 少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少工委:

今年 5 月 3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在北京调研少先队工作, 参加海淀区实验小学 “喜迎十九大———

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冶 主题队日活动, 出席少先队工作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源潮同志在讲话中指出, 少先队要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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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党话跟党走

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国梦接力奋斗

——— 在 “六一冶 国际儿童节少先队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7 年 5 月 31 日, 根据记录整理)

李 源 潮

今天上午, 我们来到北京海淀实验小学参加 “喜迎十九大

———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冶 主题队日活动, 和同学们一起欢度

“六一冶 国际儿童节。 首先, 祝在座的北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向广大少先队工作者表示亲切问候!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

长, 多次对少先队工作作出指示, 要求少先队组织教育引导少年

儿童从小听党的话、 跟着党走, 努力做祖国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接

班人, 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刚才, 大家关于少先队工作的发言都讲得很好。 下面, 我也讲几

点意见。

一、 大力弘扬听党话、 跟党走的光荣传统, 时刻准备着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力奋斗。 党领导了中国少年儿童

运动, 亲手创建了中国少年先锋队,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

年儿童组织发展道路。 听党的话、 跟着党走, 是党对少先队一以

贯之的要求, 是星星火炬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同志

号召: “儿童们团结起来, 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冶 邓小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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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提出, 少先队要 “培养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无

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冶。 江泽民同志为少先队题词: “星星火

炬, 代代相传。冶 胡锦涛同志指出, 少先队要 “更好地担负起培

养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光荣任务冶。 党在

成立少先队时就为之注入了 “红色基因冶, “队—团—党冶 是我

们党培养接班人的时序链条。 一部少先队的发展史, 就是团结带

领少年儿童听党的话、 跟党走的光荣奋斗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先队工作, 深情

寄语少先队员 “将来是要接班的冶, 希望少先队 “牢记使命, 教

育引导亿万少年儿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

着冶。 现在, 我们正在为 “两个百年冶 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第二个 “百年目标冶 实现时, 这一代少

年儿童正当年, 肩负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往开来的重任。

因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 事

关长远。 少先队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

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 深刻领会少先队是少年儿童

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学校、 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预备队的组织使命。 要弘扬听党话、 跟党走的光荣传统, 努力把

广大少年儿童团结好、 教育好、 引领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属于这一代人的历史贡献。

二、 抓好少先队改革任务落实, 充分发挥少先队立德树人的

先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先队改革十分关心, 指导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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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改革方案》。 总书记最近在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上强

调,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着

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刘云山同志主持党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少先队改革专题研究部署。

在全国少工委七届三次全会上, 我就落实党中央要求、 推进少先

队改革, 增强少先队组织和工作的思想性、 先进性、 自主性、 实

践性专门讲了意见。 这里我再强调几点。 一要突出少先队的思想

政治引领。 少儿时期是一个人思想政治的启蒙期, “趁着春天播

种冶 才能给孩子们打下红色根基。 现在对孩子们的教育, 知识传

授丰富、 思想教育不足。 思想性是少先队教育的灵魂。 1949 年的

《队章》 指出, “这个组织是在学习和各种集体活动中, 团结和

教育少年儿童, 培养他们成为爱祖国、 爱人民、 爱劳动、 爱科学

和爱护公共财物的优秀儿女。冶 现在要增强少先队教育的思想性,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培养少年儿童 “热爱祖国、 热爱

人民、 热爱中国共产党冶 的政治情感, 确立听党的话、 跟党走的

政治方向。 当前, 要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好 “喜迎十九

大冶 主题活动, 把少年儿童的思想和情感凝聚到迎接党的十九大

上来。 二要突出少先队组织的先进性, 提高少先队员的光荣感。

1953 年, 我们党将 “少年儿童队冶 改名为 “少年先锋队冶, 目的

就是为了教育少年儿童从小学先锋、 长大做先锋。 现在大家感

到, 一些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同以往相比减弱了。 要

增强少先队组织的先进性, 发挥少先队组织、 少先队工作在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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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中的先进作用, 通过榜样引领激励孩子们学先进、 比先进、

做先进, 在家庭、 在社会上做正能量。 三要突出少先队实践育人

的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的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 “第二课堂冶 实践育人是少先队

的传统优势, 这一优势从少先队贯通到中学共青团、 高校共青

团。 少先队要很好发挥 “第二课堂冶 实践育人的独特作用。 50

年代 “小五年计划冶、 60 年代 “学雷锋冶、 80 年代 “五讲四美三

热爱冶、 90 年代 “雏鹰争章冶、 新世纪以来 “红领巾心向党冶 等

活动, 都是少先队实践育人的响亮品牌。 少先队员是少先队的主

人, 要尊重少年儿童主体地位, 增强孩子们的自主性, 在自主活

动中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创新创造精神。 四要突出服务少年儿童

健康成长。 总书记批评的群团组织脱离群众问题, 少先队工作中

有没有呢? 我看, 少先队的一些工作也不同程度有脱离少年儿童

实际、 成人化形式化的现象。 少先队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

改进作风, 落实好 “1+100冶 “驻校蹲点冶 等制度。 服务少年儿

童是少先队工作的生命线, 要实施好 “情暖童心冶 关爱保护工

程, 帮助孩子们实现 “微心愿冶、 点亮 “微梦想冶。 特别要关心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城乡贫困家庭儿童

和残疾儿童, 让每一个孩子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三、 按照 “四有冶 要求, 建好少先队工作队伍。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 孩子们成长得更好, 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老师、 家长

要承担起教育引导少年儿童成长成才的责任。 总书记对广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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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 “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冶

的普遍要求。 我认为, 这也是对少先队工作者特别是广大辅导员

提出的要求。 我们要按照这 “四有冶 标准, 加强少先队工作者

队伍建设。 首先, 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少先队工作者是少年儿

童的政治启蒙老师, 自己首先要有好的思想品德。 要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增强 “四个意识冶, 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其次, 要培养高尚道德情操。 少先队

工作者做的是塑造灵魂、 塑造生命、 塑造人格的工作, 自身的道

德修养影响孩子的一生。 著名的少先队专家段镇同志讲得很好,

“甘为红领巾孺子牛冶。 少先队工作者要弘扬良好师德师风, 当

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其三, 要提升专业化水平。 专业

化、 科学化是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也是少先队工作的大趋势。 现

在, 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年轻教师是主体。 要加强业务培训, 搞好

“传、 帮、 带冶,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少先队工作的名师。 要加强

少先队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提升少先队工作科学化水平。

各级党委政府要重视关心少先队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

政策措施, 加大制度保障。 要深化团教协作机制, 共青团、 少工

委要主动沟通, 教育部门、 中小学校长书记要大力支持, 把少先

队工作纳入学校工作格局和教育督导, 重视少先队工作队伍建

设。 共青团要加强全团带队, 在组织建设、 干部配备、 业务培训

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 抓好少先队改革各项任务落实。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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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团结引领广大少年儿童听党的话、

跟党走, 时刻准备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力奋斗, 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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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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