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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0 年 3 月 27 日

编者按: 团的十八大以来, 团江苏省委聚焦主责主

业, 紧紧围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从青年思想状况实际出发, 在各领域青

年群体中广泛建立 “青年学习社冶, 为加强青年思想政

治引领搭建了新的有效平台。 现编发江苏共青团的经验

做法, 供全团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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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共青团大力建设 “青年学习社冶
打造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新平台

通过广泛建立 “青年学习社冶, 江苏共青团推动 “青年大学

习冶 行动走向深入、 取得实效。 截至 2019 年底, 江苏各级团组

织建设 “青年学习社冶 4343 家, 开展各类主题学习活动 5. 35 万

场次, 覆盖团员青年 233 万人次。

一、 规划建设突出 “标准化冶

团江苏省委专门制定出台了 《关于在全省建设 “青年学习

社冶 的实施意见》, 确定了 “青年学习社冶 建设标准, 确保各级

“青年学习社冶 有鲜明的主题、 有具体的内涵、 有清晰的流程。

一是聚焦主责主业。 把强化理论武装和思想政治引领作为工作主

线, 把 “青年学习社冶 建设成为面向青年开展 “青年大学习冶

的重要阵地, 向广大青年宣传好党的科学理论, 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青年中入耳入脑入心。 二是阵地建设

完备。 各级 “青年学习社冶 均有相对固定的线下场所, 位于青

少年相对集中、 交通便利、 具有一定辐射面的地区。 在形象建设

上, 充分彰显共青团元素, 在显著位置悬挂团旗、 团徽, 布置有

“青年学习社冶 统一标识。 三是规范学习流程。 明确 “青年学习

社冶 的 “6+N冶 模式, 即通过 “明主题、 学原文、 悟经典、 学榜

样、 话初心、 励前行冶 的流程, 设计学习载体, 构建学习闭环。

二、 品牌定位注重 “特色化冶

—2—



江苏共青团 “青年学习社冶 注重突出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特

色, 通过线上线下结合、 鼓励基层创新、 定期交流经验等, 着力

培育广大青年学理论、 铸信仰的特色化学习品牌。 一是突出青年

特点。 “青年学习社冶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以喜闻乐见

的手段, 推出一批青年关注、 愿意参与、 启发思考的活动。 比

如, 溧阳市 1 号公路 “青年学习社冶 线路, 在省首批旅游风景道

“1 号公路冶 沿线, 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学习社、 箕笪里

村提水站学习社和曹山讲习所为实体阵地, 通过体验式学习感

受, 帮助参加活动的青年领悟党奋斗前行的初心和使命。 二是打

造学习品牌。 激发基层创新活力, 打造一批突出地域特色、 彰显

行业特点、 体现青春元素的有质量、 有深度、 可推广的活动项

目。 比如, 南京市玄武区围绕完成一场解说、 观看一部电影、 聆

听一堂团课、 参加一场仪式、 留下一张青春印记的 “五个一冶

目标, 活跃 “青年学习社冶 的活动。 三是总结提炼成果。 定期

组织开展 “青年学习社冶 集中交流活动, 编发学习活页, 提炼、

交流 “青年学习社冶 建设的经验做法, 推介、 启发办好学习社

的思路。

三、 学习内容彰显 “分众化冶

江苏共青团针对不同类别青年群体的思想特点和行为规律,

注重统筹谋划, 积极打造分众化的青年学习平台, 策划推出系列

学习产品, 着力提升青年思想引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是坚持

分层分类。 针对大学生、 中学生、 青年职工、 青年创业者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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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 不同生活背景的青年群体需求, 分类建立 “青年学习

社冶。 比如, 苏州市姑苏区建立的 “网约车青年学习社冶, 覆盖

1523 名专职网约车司机; 苏州市吴中区建立 “青年工匠学习

社冶, 凝聚 400 余名手工艺人; 常州市建立服务 200 名快递小哥

的 “骑行学习社冶, 并在 B2 路公交车上成立 “流动青年学习

社冶; 泰兴市张桥镇成立由所有青年干部参加的 “旭日冶 青农研

习社等, 深受不同青年群体的欢迎。 二是培养基层骨干。 推动高

校团委把 “青年学习社冶 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学生骨

干培养、 “第二课堂成绩单冶 相结合, 将 “青年学习社冶 建设成

为学生学习成长、 追求进步的平台。 三是打造文化产品。 结合

“青年学习社冶 针对的不同群体, 创作推出符合群体特点的文化

产品, 增强 “青年学习社冶 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比如, 江苏自

然资源厅 “智·绘冶 青年学习社结合自身专业特点, 制作推出

了 《江苏红色青春地图》。

四、 运行模式坚持 “平台化冶

江苏各级团组织注重统筹团内外宣传教育资源, 把 “青年学

习社冶 打造成为面向青年开展理论学习培训、 形势政策教育、 理

想信念教育、 精神文明培育的重要平台。 一是夯实学习平台。 依

托各级 “青年之家冶、 “苏青 C 空间冶、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和大中学团校、 机关企事业单位

活动中心等, 建设青年身边的 “青年学习社冶 实体化阵地, 吸

引青年加入。 比如, 全省依托各类革命纪念场馆建立的红色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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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习社冶, 定期组织青年开展红色革命教育; 扬州市统筹青少

年教育资源, 打造生态环境教育的 “星冶 系列 “青年学习社冶;

宜兴市、 扬中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分别打造 “云湖学习

社冶、 “青苗学习社冶, 教育引领青年积极弘扬乡村文明风尚。 二

是完善平台学习计划。 推动各级 “青年学习社冶 制定季度、 年

度学习计划和详细的学习任务, 做到定期公布、 及时通知。 做好

每次学习流程记录、 影像资料的收集, 做到有记录、 可查找。 及

时将学习社开展活动的资料分类整理归档、 专门保管。 三是注重

为平台赋能。 开展百名 “青年讲师团冶 成员带着百项讲题进学

习社活动, 组织 1000 余名江苏 “我们身边的好青年冶、 “青年好

网民冶 到所在地或本行业的 “青年学习社冶 作示范宣讲, 用青

年身边事影响身边人。 积极推动 500 余家青年社会组织走进 “青

年学习社冶, 常态化开展文化讲座、 创业分享、 环保宣传、 科技

普及、 绘本阅读等活动。 各级团组织所属青少年社工、 青年志愿

者成为学习社的骨干, 承担起运营管理、 日常服务和解说的

任务。

五、 工作推进实现 “规模化冶

坚持规模化建设、 高质量发展, 注重向基层团组织、 团支部

延伸, 不断扩大 “青年学习社冶 对团员青年的覆盖面和深入度。

一是大力推进 “青年学习社冶 建设。 推动各设区市团委建设

“青年学习社冶 100 家以上, 各县区团组织建设 20 家以上, 并重

点打造示范型 “青年学习社冶。 高校团委指导建立校级 “青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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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社冶, 二级学院团委单独或联合建立 “青年学习社冶。 在青年

相对集聚的机关事业单位, 单独或按片区建立 “青年学习社冶。

在此基础上, 连点聚线成面, 打造首批 80 条由相邻、 优质的

“青年学习社冶 串联成的 “青年学习社冶 主题线路, 以此为依托

广泛开展入队入团、 18 岁成人礼等团队活动和社会实践, 让青

少年实地接受沉浸式、 体验式教育。 二是常态化开展学习活动。

“青年学习社冶 在按计划组织青年学习的基础上, 每两个月开展

集中学习活动不少于 1 次, 每年集中学习活动不少于 6 次。 重点

抓住五四、 七一、 八一、 十一等重要节点, 以及重大事件纪念日

等契机,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学习活动。 县级以上团委领导

班子每年参加 “青年学习社冶 活动不少于 3 次。 三是加强日常管

理和扶持。 团江苏省委制定省级 “青年学习社冶 创建管理办法,

按照 “成熟一家、 命名一家冶 的原则, 在全省集中命名、 授牌

了一批示范型 “青年学习社冶, 在项目、 资金、 资源等方面予以

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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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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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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