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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2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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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刊之二铱

坚持 “三个结合冶 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围绕迎接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结合庆祝建团 100 周

年, 全团坚持以组织化学习为基本形式, 以团支部和少先队中队

为基本单元, 广泛发动各级青联、 学联学生会组织及团属青年社

团等开展学习, 结合群众性主题宣讲, 发挥新媒体优势, 在各级

团、 队组织和广大青少年中兴起学习热潮。

—1—



一、 坚持个人自学与专题学习相结合, 推动学习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

1. 坚持分层分类, 动员广大青少年开展自学。 组织团员、

少先队员有针对性地学习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史和团史知识, 通

过参加网上主题团课队课学习、 阅读相关历史主题图书、 观看优

秀影视作品等多种形式, 从历史中汲取营养。 团中央制作推出

“青年大学习冶 网上主题团课和 “红领巾爱学习冶 网上主题队

课, 帮助广大青少年加强对党的青年运动历史和新时代伟大成就

学习, 累计覆盖团员 4. 5 亿人次, 覆盖少先队员 2. 3 亿人次。 全

国铁道坚持 “传统+创新冶 模式, 编发 《铁道团讯》 学习专刊,

开设青马微课等专栏, 组织各级团干部、 青马骨干、 青年讲师开

展专题讲授, 利用线上云平台组织疫情管控区团员青年参与学

习, 切实提升学习覆盖面和参与度。 黑龙江整合社会资源, 发挥

各方优势, 联合 《中国共青团》 杂志社组织开展 “牢记领袖教

导, 分享青春感悟冶 ———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 精读大赛,

引导全省高校学生通过阅读重要书籍, 感悟思想伟力。

2. 聚焦 “党领导下中国青年运动的百年历程冶 主题, 开展

第一专题学习教育。 部署全团以团支部为单位, 开展 “党的青年

运动史冶 专题学习, 学习青运史上的重大事件、 重要会议、 重要

人物, 感悟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辉历程, 引领广大团员传承

红色基因、 勇担青春使命。 截至 4 月 22 日, 团支部覆盖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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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7% 。 团中央直属机关组织全体党员干部以党的青年运动史和

团史为重点开展学习。 3 月 30 日, 团中央书记处理论学习中心组

开展 “党领导下中国青年运动的百年历程冶 专题学习, 机关各

部门党支部和直属单位党委理论中心组均开展了至少 1 次专题学

习研讨。 各基层党支部、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对照 “学习单冶, 利

用 “三会一课冶、 学习交流会等开展专题学习。 新疆组织高校、

中学团支部统一开展 “党的青年运动史冶 主题团日活动, 团区

委丰富内容供给, 为基层团支部提供规范化的讲稿、 PPT、 视频,

提升整体学习质量。 河南打造网络化学习阵地, 对团支部学习情

况进行日总结、 日调度、 周通报, 对已完成学习的团支部进行抽

检、 督导, 目前 9. 8 万个团支部开展了党的青年运动史学习, 覆

盖团员 240. 4 万名。 天津河北区依托区域化团建路径, 组织区域

内 “青马工程冶 学员到觉悟社等青运史教育精品线路重要点位

打卡, 以沉浸式教育带领学员学习党的青年运动史。

3. 注重能力提升, 不断加强团干部和青年工作骨干教育培

训。 在学习教育过程中, 全团始终坚持团干部和青年骨干先学一

步、 学深一层。 各级团校围绕学习内容, 精心安排课程, 加大党

的青年运动史和团史学习内容比例, 组织开展专题培训, 开展专

题学习研讨活动, 将青运史内容作为各级各领域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培养工程的重点内容, 开展新兴领域青年 “青社学堂冶 系列

培训, 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把握。 团中央举办全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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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 2020 级结业式暨 2022 级开班式, 高校

班、 国企班、 农村班、 社会组织班、 少先队工作者班均完成了集

中线上培训。 坚持以 “432冶 培养体系为抓手, 建立 “信息员冶、

“宣讲员冶 制度, 设定 “青马工程冶 观测点, 动员各层级 “青马

工程冶 学员联合行动, 不断强化教育培训效果。 山西建设 “青

年在线冶 学习平台, 组织团省委机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录制线上

团课 12 节, 向基层团干部开放, 组织省团校高标准设计课程内

容, 开展 “送培训下基层冶 活动 4 场。 河北省学联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系统学习党的青年运动史,

将学习活动与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春季培训相结合, 实现 123 所

高校校院两级全覆盖。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邀请北京大学专家学者

为各团支部讲授党的青年运动史, 通过学团史、 知团情, 引导团

干部和团员青年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 在新征程中展现担当

作为。

二、 坚持理论宣讲与实践体验相结合, 促进交流面对面、 效

果看得见

1. 突出党的创新理论, 融入真情宣讲。 全团积极动员青年

讲师团、 红领巾巡讲团、 中央团校宣讲团、 民族团结宣讲 “轻骑

兵冶、 青联大讲堂等各类青年宣讲团, 深入基层开展宣讲, 坚持

用亲切轻松的语言、 精彩纷呈的故事、 坚定执着的信念、 真实真

诚的交流、 面对面的互动, 深入浅出地为青少年解读党的创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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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讲好党史、 青运史故事和在党的培养下矢志奋斗的青春故

事, 既拉近了与青年的距离, 也让宣讲活动更接地气、 更有人

气。 团中央直属机关举办 “理论轻骑兵冶 年轻干部理论宣讲比

赛, 参赛选手结合学习体会和工作实践, 模拟面向青少年群体开

展宣讲, 通过竞赛形式, 展现了年轻干部理论学习的扎实成效和

良好风貌。 全国青联、 浙江省青联组织开展 “强国志·青春说冶

青联大讲堂暨全国青联技能人才界别走进基层宣讲活动, 8 位青

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了在超级工程、 国之重器、 高

精尖技术背后的青春梦想故事, 激励广大青年走奋斗报国、 技能

报国之路。 江西持续抓好 “团干部示范宣讲冶、 “理论学者专题

宣讲冶、 “讲师团分众宣讲冶、 “基层阵地流动宣讲冶、 “网络平台

视频宣讲冶 等 5 类宣讲, 让党的创新理论最广泛地直达青少年。

河南探索创新 “析、 讲、 评冶 青年讲师团理论宣讲新模式, 以

短小精炼的内容实现精准阐释,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常态

化开展宣讲。

2. 依托红色资源, 开展形式多样的小范围、 互动式宣讲。

依托全团各级青少年教育基地、 “青年之家冶、 青年学习社等团

属阵地, 特别是党的青年运动史展馆、 纪念设施等红色阵地, 引

导广大青少年在沉浸式、 体验式、 互动式的红色氛围中, 潜移默

化地接受教育、 感悟成长。 辽宁组织 18 个大学生红色理论宣讲

团共 100 名宣讲员分阶段开展主题宣讲活动, 在 “学雷锋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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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冶 前后, 以 “雷锋精神代代传承冶 为主题, 面向青年学生开

展雷锋精神主题宣讲 25 场。 广东开展 “爱上广东红冶 青少年传

承红色基因志愿宣讲视频展播活动, 推出 “经济大省的红色底

色冶 系列产品, 展现广东省重大工程成就、 城市人文和乡村振兴

发展成果的青春色彩, 讲述党领导的中国青年运动史和新时代中

国青年故事。 浙江诸暨有机整合全市 20 多处红色资源作为线下

教学基地, 在次坞、 枫桥等纪念地选拔 “小小宣讲员冶 30 名,

讲好党史、 团史故事, 传播 “枫桥经验冶。 湖南师范大学团委组

织学生用英语、 俄语、 法语等 5 种语言向来自俄罗斯、 印度、 马

里、 印度尼西亚、 塔吉克斯坦、 刚果 (布)、 叙利亚等 10 个国家

的留学生讲述雷锋故事, 引导更多的大学生向世界讲述雷锋故

事, 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

3. 创新宣讲形式, 为 “传统冶 宣讲注入 “青春活力冶。 各

地在宣讲模式上既注重 “传统冶, 更着眼 “创新冶; 既注意突出

理论性和思想性, 又兼顾生动性和实践性, 形成了分享会、 报告

会、 座谈交流、 在线宣讲等多种宣讲模式。 线下采取分享团、 小

分队、 “轻骑兵冶 等形式送宣讲到工厂车间、 校园讲堂、 部队营

房、 农家院落; 线上充分运用舞台、 声效、 布景等现代化技术,

营造具有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的效果, 让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活冶 起来, 让宣讲场面 “热冶 起来, 让现场青年听众 “燃冶 起

来。 云南策划制作 《自信中国说》 系列理论传播特别节目, 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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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刚刚步入 20 岁的 “00 后冶 青年作为创新理论的宣讲者, 用青

言青语回答 “中国之问、 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冶, 以

寻访过程中拍摄的纪实短片展现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陕西策划

“陕西青年说冶 等系列视频专题节目, 以优秀青年口述中国共产

党的伟大精神、 分享红色历史故事等为主要内容, 以定期视频展

播的形式为广大青年线上学习提供 “有料有趣冶 的资源。 湖北

启动 “永远跟党走、 青春志愿行冶 活动, 面向全省选拔培训 100

名优秀志愿宣讲员, 以志愿服务故事为主要内容、 以志愿宣讲员

为主要力量, 深入 100 个社区单位, 组织开展 “本禹志愿服务大

讲堂冶 宣讲活动, 引领广大青年志愿者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为基

层社会治理贡献青春力量。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开展 “喜迎二十

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冶 青少年生态文明宣讲活动, 邀请

生态环保宣讲团成员通过环保主题朗诵、 互动小游戏、 垃圾分类

知识讲解等内容和环节, 向广大青少年科普环保相关知识, 提高

广大青少年生态文明意识。 青海西宁围绕讲好 “儿童化冶 政治

课的总要求, 组织市级红领巾巡讲团成员开展为期 8 天的 “西宁

红辅讲两会冶 市级红领巾巡讲团线上宣讲展播, 通过故事、 新

闻、 事例、 图片、 短视频等方式, 专题宣讲 《红领巾学 “两会冶

传承红色基因》、 《让青海绽放绚丽的民族团结之花》、 《新发展

新理念———认识 “五个必由之路冶》 等主题内容, 在全市少先队

员中掀起学习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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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坚持产品化和矩阵式相结合, 增添教育生动性、 青年味

1. 推出融媒体产品供给学习内容。 针对青少年习惯特点和

新媒体平台规律, 充分发挥全团协同机制, 制作推出一批理论

性、 思想性、 亲和力兼具的融媒体学习产品, 开展 “云上冶 组

织化学习, 不断提升学习效果。 山东策划 “青春心向党、 学史砺

初心冶 专栏, 依托图文、 海报、 短视频、 动漫、 影视剧、 音频等

载体, 制作一批主题鲜明、 方向正确、 内容丰富、 感染力强的文

化产品, 用青言青语与青少年共情, 将学习 “润物细无声冶 式

地融入到青少年日常生活中。 江苏省级机关团工委联合江苏省广

电总台团委, 推出 《热血青春向未来———2022 清明雨花英烈云

祭扫》 特别节目, 观看人次超过 350 万, 创新组织开展 “青年学

堂冶 线上联学联建, 引领省级机关青年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

代。 安徽清明节前在新媒体平台推出 “我们记得, 他们就还活

着冶 为主题的线上祭英烈 H5, 生动叙述陈延年、 陈乔年等皖籍

烈士英勇就义的感人故事, 引领广大青年重温烈士英雄的光辉事

迹, 从英烈的价值取向、 人生追求中不断汲取成长的养分。 甘肃

嘉峪关通过 “团务百科冶 微信小程序组织团员学习团史知识,

打造 “指尖随心至, 团史触可及冶 的团史百科全书, 营造浓厚

学习氛围, 充分考虑新时代青年的学习习惯, 在碎片化的时间里

随时随地开展团史学习教育。 广西梧州拍摄梧州早期团史视频

《革命薪火写青春》、 《激情难忘的青春之歌———共青水电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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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两部专题片, 激励广大青少年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

崇德、 学史力行。

2. 通过新媒体矩阵扩大学习范围。 全团充分发挥拥有 7 亿

粉丝的新媒体矩阵优势, 通过话题互动、 网上打卡、 答题对战等

形式, 不断增强互动性、 参与感, 形成对青少年的广泛覆盖。 团

中央设置 “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冶 网络互动

话题, 每日发布党史主题文章、 H5、 海报、 短视频、 动漫等,

引导青少年踊跃参与讨论互动, 阅读量达到 1880 万。 开展 “清

明祭英烈冶 主题直播活动, 在 “学习强国冶 平台、 央视频、 知

乎等 125 个平台累计观看超过 3600 万人次, 为先烈云献花 8000

万人次。 四川在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开设 “百年青春冶 和

“了不起的中国人冶 系列专栏, 通过选取党的青年运动史和建团

百年来涌现出的优秀青年事迹, 以剪辑制作短视频的形式讲述一

代代先进中国青年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传承弘扬革命精神。 目

前已推出视频 219 集, 点击量超过 9 亿, 点赞量近 5000 万。 黑龙

江充分把握青年需求、 洞察青年兴趣, 设计制作 H5 形式的原创

融媒体产品, 进一步营造 “沉浸式冶 互动体验, 设置市地红色

场所云打卡, 在 “云上冶 生动展示英烈事迹, 详细叙述红色历

史, 深度串联各场所的精品展陈。 全天候进行 “今天, 为英烈献

花冶 慢直播, 利用重大节庆、 历史时间节点等契机, 帮助广大青

少年更好地重温党的奋斗历程、 感受信仰力量。 活动累计超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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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参与打卡互动, 留言量超 30 万条。 西藏昌都开设 《百年团

史·青年说》 线上学习专栏, 邀请青年讲师团成员通过视频讲解

的方式带领青年走进百年团史, 推出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

建过程》、 《团歌背后的故事》、 《在人民革命运动中发展的青年

团》、 《奋进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的青年团》 等宣讲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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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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