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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0 年以来, 团重庆市委依托市青少年学

生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始终坚持 “政治性、 公

益性、 专业性、 实践性冶, 积极构建团属校外教育阵地

矩阵, 主动与学校教育协同发力, 推动青少年校外教育

创新发展。 现编发其经验做法, 供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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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重庆市委 “四坚持、 四强化冶

推动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创新发展

重庆市于 2000 年成立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

(以下简称 “联席会议冶), 召集人由团市委书记担任, 办公室设

在团市委。 21 年来, 团重庆市委坚持把 “政治性、 公益性、 专

业性、 实践性冶 贯穿工作全过程, 推动构建起 “市少年宫+38 个

区县青少年活动中心+871 个青少年之家冶 的团属校外教育阵地

矩阵, 总面积约 21 万平方米, 开设培训项目 1200 余个, 年服务

青少年 150 余万人次。 第三方评估结果显示, 学生及家长对相关

工作满意度达 90% 以上。

一、 坚持政治性, 强化思想引领

始终把思想政治引领的要求摆在首位, 积极推动各项工作聚

焦服务于为党育人的政治任务。 一是加强政治把关。 定期召开联

席会议及主任办公会, 及时对各项工作的部署和进展作政治把

关, 协调各方有序有力推进全市校外教育工作。 将校外教育工作

纳入团市委书记会重点议题, 对活动内容、 教育项目、 人员管理

等实施环节作政治审核。 二是凸显政治属性。 要求各校外活动场

所统一规范悬挂党、 团、 队徽, 张贴布置习近平总书记寄语、

“红领巾爱学习冶 专栏、 重庆共青团 “火锅红梅冶 IP 形象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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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突出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政治要求, 营造浓厚

的育人氛围。 三是创新政治教育。 在主题设置、 项目申报、 课程

安排等方面精心设计, 推动理想信念、 价值理念、 道德观念等元

素贯穿于各类教育项目之中。 2020 年, 重庆市青少年书画影大赛

专门设置 “我与 ‘十四五爷冶、 脱贫攻坚、 疫情防控等创作主题,

教育引导青少年认清发展大势、 勇担时代责任。 各校外活动场所

围绕科技创新、 乡村振兴、 生态环保及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等角度, 组织青少年投身科技创新、 开展调查研究、 参与志愿服

务, 陆续推出 “小小志愿者冶、 “红领巾讲解员冶 等特色项目。

二、 坚持公益性, 强化社会效益

始终遵循公益性原则, 把社会效益置于重要位置, 努力实现

社会效益、 人才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一是坚持资金来源的稳

定性。 构建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转移支付+市级彩票公益金支

持+区县财政资金配套冶 的资金保障体系, 为各场所基础建设、

设备配备、 管理运行等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其中, 市级财政每

年从彩票公益金中统筹安排 1. 5 个百分点, 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

13 亿余元。 二是保证场所运营的普惠性。 坚持免费或低偿收费

服务, 深化拓展服务功能, 充分利用周一至周五的闲暇场地和时

间段开设公益项目, 有效回应社会关切。 在课后及假期坚持开展

“四点半课堂冶 活动, 为 6 至 12 岁学生提供集中看护、 学业辅

导、 文体活动等公益服务, 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和家长的实际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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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三是突出服务对象的倾斜性。 重点关注困难家庭青少年和特

殊青少年群体, 以及偏远地区、 革命老区、 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

群体。 连续 9 年举办 “冬日阳光·温暖你我冶 公益活动, 开办面

向城乡社区 (村) 的 “微型少年宫冶、 “流动少年宫冶。 邀请困难

家庭儿童、 对口援藏地区青少年、 抗疫医务工作者家庭等群体代

表参加青少年军事夏令营。

三、 坚持专业性, 强化服务质量

始终坚持专业化建设方向, 着力推动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工

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坚持专业管理。 出台 《重庆市校外活动

场所建设和管理意见》、 《重庆市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 等 20 余个制度性文件, 对场所施工建设、 考核评价、

安全运行、 项目申报等方面进行规范管理。 每年委托第三方开展

专项督查审计、 满意度测评, 对各校外活动场所及场所负责人进

行评比分级, 并据此调拨资金项目, 以制度建设促进专业发展。

二是打造专业课程。 依托市少年宫打造青少年校外教育 “中央厨

房冶 云平台, 为各校外活动场所统一提供产品供给。 依托各地特

色资源因地制宜打造精品课程, 实现课程教材 “统筹编撰、 统一

分发冶、 活动项目 “线上推送、 线下推广冶。 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青少年校外教育成果展

演、 研学实践课程展评等活动。 三是建设专业师资。 建立全市青

少年学生校外教育师资库, 在保障各地教师队伍、 教学质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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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 统筹调度教育师资, 实现集约化发展。 统筹组织 “青

年讲师团冶 成员、 科技专家、 非遗传人、 艺体达人等志愿者到各

校外活动场所支教。 坚持每年举办场所管理人员、 骨干教师、 校

外辅导员培训班。

四、 坚持实践性, 强化方式创新

始终坚持贴近青少年的习惯特点和生活方式, 突出体验性、

参与性、 互动性, 引导青少年在自然活跃的状态中体验成长、 受

到教育。 一方面, 注重创新实践方式。 在线上, 通过 “云端少年

宫冶 推送壁纸、 漫画、 游戏、 视频等主题网络文化产品, 开展打

卡挑战、 答题对战等学习活动, 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 在线下, 通过举办专题学习、 主题

讨论、 宣讲交流、 演讲比赛、 书法绘画等活动, 着力厚植广大青

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切情怀。 今年以来, 围绕 “学党

史、 强信念、 跟党走冶 学习教育, 持续深化 “青年大学习冶 行

动, 组织 “青年讲师团冶、 “红领巾巡讲团冶 成员深入校外活动

场所, 围绕党的故事、 革命的故事、 英雄的故事开展主题宣讲

600 余场次。 另一方面, 注重开展实践活动。 着眼把大主题做

细, 围绕科学技术、 文艺体育、 国防军事等方面教育, 广泛开展

交流、 展演、 比赛等活动, 探索开展安全自护、 心理健康等专题

教育, 在 “开学第一课冶 中常态化举办青少年国防教育主题示

范活动, 引入军事训练技能展演, 引导青少年在情景模拟、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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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提升思想认识、 锻炼意志品质、 增强综合素质。 着眼把好

活动做长, 连续 16 年举办中小学生才艺大赛, 连续 9 年举办青

少年军事夏令营, 连续 8 年举办青少年书画大赛, 连续 6 年举办

“梦想课堂·自然笔记大赛冶, 累计 100 余万名青少年在其中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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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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8 月 2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