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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2 年 4 月 29 日

编者按: 迎接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是贯穿

全年的工作主线。 年初以来, 共青团开展 “喜迎二十

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冶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结

合庆祝建团 100 周年, 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 以组

织化学习为基本形式, 线上线下相结合, 广泛宣传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 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少年的关心关怀, 学

习党领导下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辉历程, 积极引导广大团

员和青少年深刻感悟 “两个确立冶 的决定性意义, 增

强 “四 个 意 识冶、 坚 定 “ 四 个 自 信冶、 做 到 “ 两 个 维

护冶,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为指导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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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特开设专刊, 分期编发

各地经验做法, 供全团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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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 “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冶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专刊之一铱

全团广泛开展 “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冶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自全团开展 “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冶 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以来, 各级团、 队组织坚持以组织化学习为基本

方法, 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相结合, 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

通过加强理论武装、 组织团队活动、 开展实践建功活动、 加强服

务引领、 做好宣传文化工作等, 团结引领广大青少年坚定跟党

走、 建功新时代,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 分层分类学习, 强化理论武装

各地通过对团员、 队员进行组织化动员, 针对当地实际和青

少年群体特点分层分类开展学习, 同时发动各级青联、 学联学生

会和青年社团所联系的青年广泛参与到学习教育中。 团中央针对

团支部年度集中开展 4 次专题学习, 开发线上监测系统, 每半个

月通报进展情况。 依托 “一专一站两联冶 机制, 组织各级团的

委员会成员、 团代表、 “青马工程冶 学员开展学习宣讲, 在各级

团校的培训班课程中明确提高 “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运动历史冶

相关内容比例。 制作并推出 “总书记指引中国青年运动蓬勃发

展冶 等 8 期 “青年大学习冶 网上主题团课, 累计覆盖青年超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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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次。 山西通过线下宣讲、 制作慕课、 建设实体化宣讲阵地等

形式, 打造 “青春理响晋行时冶 理论宣讲品牌, 创新绘制 《山

西青年运动暨共青团历史地图》。 广东充分发挥 “团一大冶 纪念

馆等革命遗址的教育作用, 组织 “百年来中国共青团的历史价值

与时代使命冶 学术研讨会, 开展全省 “百年团史青年说冶 微团

课比赛, 推出 “百物述百年冶 系列微团课。 内蒙古开展 “喜迎

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冶 全区青少年主题知识竞赛,

通过积分排名等方式激发广大青少年 “在答中学、 在学中答冶

的学习热情。 天津推出 “醒世惊雷———张太雷与天津青年运动冶

等 3 期主题示范团课, 单期阅读量突破 50 万人次, 留言 4 万余

条。 云南开展 “五个一冶 学习活动, 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特点,

开展 “万名团干上讲台、 当好思想引领员冶 专项宣讲。 江苏将

青运史学习纳入省级 “青年学习社冶 学习清单, 组织 “ ‘青年学

习社爷 开讲啦冶 等活动, 常态化组织青运史学习交流, 用好

“青年讲师团冶 思想引领品牌, 深入基层、 深入青年, 讲好党领

导下的青年运动史。 湖北组织高校启动 “百生讲坛冶, 以 “理论

学习我来讲———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冶 为主

题, 面向全省高校团学组织遴选 100 堂省级优秀微团课、 100 名

省级优秀主讲人、 100 个省级活力团支部。 浙江义乌依托望道青

年学院, 定制 10 门特色课程和 28 个现场教学点, 组建 “望道青

(少) 年团冶 等 43 支宣讲团, 到社区、 企业等基层一线开展主

题宣讲活动千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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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突出实践特色, 打造精品活动

各地充分发挥共青团实践育人的特色, 抓住重要时间节点,

结合地方特点, 广泛挖掘教育资源, 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强化爱党

情感、 增进理论认同。 团中央组织完成第十七届 “挑战杯冶 赛

事, 发布 “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行动冶 5 个工作指引, 扎实推

进大学生社区实践计划, 深化学联学生会 “我为同学做件事冶

重点项目, 发动青年之家为全团学习实践活动提供支持。 北京组

织首都 “少年先锋岗冶 活动, 以红领巾的名义为人民英雄站岗,

开展 “追寻光辉足迹 传承红色基因冶 红色主题研学教育活动,

引领首都少先队员在实践活动中传承红色基因。 广西抓住 “壮族

三月三冶 时间节点, 开展 “石榴花开成长路冶 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学习实践活动, 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八桂青少年心

间。 湖南启动百万青少年学雷锋志愿服务实践育人行动, 打造

“组 织 链———阵 地 链———项 目 链———文 化 链 冶 四 链 融 合 的

“3354冶 特色青少年志愿服务工作模式。 宁夏组织开展 “缅怀革

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冶 清明祭英烈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录制

“正青春冶 系列宣传短片, 反映返乡创业、 新兴领域等青年群体

跟党奋斗、 岗位建功的榜样故事。 江西组织少先队员乘坐 “红领

巾号冶 列车, 开辟 “红领巾摇篮寻根之旅冶 精品路线, 组织少

先队员开展寻访 “六个江西冶 少年儿童社会实践营活动, 引导

少先队员寻访伟大成就、 聆听奋斗故事、 讲述身边发展。 山西深

化 “双争双兴冶 工程, 科学开展农业、 电商等技能培训,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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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商青年冶 电商云课, 累计培训农村青年超过 1 万人次。 安徽

启动 “春暖皖江冶 共青团组织服务青年就业系列公益招聘会,

同时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开设 “云招聘冶 专题, 联系 1 万余家企

业提供就业岗位 2. 1 万余个。 山东持续开展 “返家乡冶 社会实践

活动, 提供社会实习实践类岗位需求 1. 7 万余个, 组织开展专题

调研、 红色寻访、 “云实践冶 等活动 500 余场。 甘肃庆阳组织开

展 “喜迎二十大、 共建青年林冶 春季植树护绿活动, 引导广大

青年以实际行动提高绿色环保意识, 践行 “美丽中国冶 发展理

念。 新疆塔城围绕青少年融情 “小小石榴花冶 实践活动品牌,

开展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舞台剧及红色小品大赛, 覆盖全市全体

少年儿童。

三、 体现青年主体, 强化媒体宣传

各地充分发挥新媒体矩阵的引领力、 影响力, 针对青少年思

想特点, 运用青言青语, 制作和传播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融媒体产

品, 让党的声音最广泛地直达青年。 团中央组织出版 《中国青年

运动一百年》, 推进 《中国共青团 100 年》 等重点图书出版和中

国青年运动历史展览有关工作。 组织团属媒体集中开设了专题专

栏, 全面展示各地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特色做法。 黑龙江推出融

媒体特别节目 “开学第一课———一起向未来冶, 邀请冬奥冠军任

子威等分享奋斗故事, 激励青少年发奋学习、 建功立业, 全媒体

平台观看人次 150 万, 点赞互动量超千万。 广东制作推出 《湾区

24 小时》 主题微纪录片、 《超级工程的青春色彩》 中国风动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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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 原创歌曲 《闪亮》 等系列融媒体产品, 面向青少年开展重

大成就教育。 江苏出版 《青春百档耀百年———江苏记忆》 书籍,

通过百件档案集中展现百年来江苏各级团组织和江苏青少年在党

领导下开展的重要活动、 会议、 事件等内容。 四川发起 《我们村

的年轻人》 VLOG 短视频征集活动, 吸引省内外青年投身乡村振

兴, 策划开展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冶 答题挑战赛, 开发 “百

年团史, 这个词你肯定耳熟冶 等新媒体产品, 加强媒体联动宣

传。 河南依托 “青春寻访冶 线上小程序, 梳理青年跟党奋斗百

年的历史脉络, 辐射全省打造 1 条省级核心寻访线路、 18 条地市

级寻访线路和 100 条红领巾寻访线路。 陕西拍摄 《安吴青训班》

专题纪录片、 电影 《奔赴》, 策划 “青年 100冶、 “陕西青年说冶

等系列视频专题节目, 完成 《陕西共青团百年历程》 等图书编

辑工作。 辽宁原创青春励志校园剧 《大三女生》、 歌曲 《强国时

代有我在》、 舞台剧 《关向应———他的青年时代》、 主题团课情

景剧 《青春向党、 奋斗强国》 等一批形式新颖的文化产品。 西

藏开设藏汉双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栏目 FM8848, 开

设 《百年团史·青年说》 线上学习专栏, 以共青团的重大事件

为线索, 带领青年走进百年团史。 山西、 江苏、 安徽、 山东、 河

南、 湖北、 广东、 广西、 四川等地团组织围绕党领导下的中国青

年运动史, 整合各地资源, 推出青年运动史展览, 打造青年运动

史教育精品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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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省级团委主要

负责同志。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22 年 4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