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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2022 年 6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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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刊之三铱

全团五四期间深入开展 “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冶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各级团组织把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重要讲话精神和给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的重要回信精神作为 “喜迎二十大、 永

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冶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 以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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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节、 建团百年为契机, 以主题团 (队) 日活动为载体,

充分挖掘地方特色资源, 引导广大青少年牢记党的教诲、 弘扬五

四精神、 立志民族复兴, 在青春的赛道上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

成绩。

一、 专题学、 深入学, 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全团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学习党领导中国青年

运动的百年光辉历程, 充分发挥组织化学习优势, 形成 “经典理

论专题学、 最新精神跟进学冶 的浓厚学习氛围。

1. 多种形式结合学。 各地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回信精神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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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起来, 通过集体学习、 主题座谈、 交流研讨等形式, 组织团干

部和团员青年深入学、 系统学、 跟进学, 进一步坚定跟党奋斗的

理想信念, 立志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团中央

书记处多次召开书记处会议、 举办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及时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回信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

举措。 团广东省委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重要讲话精

神为学习重点, 结合阅读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 《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 白皮书等, 在五四期间广泛部署各级团组织开展座

谈活动。 团山西省委组织市 (县) 团委书记、 青联主席、 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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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主任和高校团委书记代表, 结合工作交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的感受体会, 表达在各自岗位踏实肯干、 勇担重任的

信心决心。 团江西省委组织开展 “迎接二十大 政协青年说冶 青

年座谈会, 团员青年、 青联委员和省政协委员、 政协机关青年干

部交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心得体会, 结

合履职实践, 畅谈感想感悟, 提升思想境界。 河北、 辽宁、 甘

肃、 安徽、 海南等地团组织通过举办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理

论研讨会、 座谈会等多种形式, 组织团员和各界青年深入交流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回信精神的所思所悟, 引导广大青年

树立家国情怀, 立志接续奋斗、 永久奋斗。

2. 创新形式实践学。 依托丰富实践教育资源, 引导广大青

少年在实践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学习党领导的中

国青年运动史。 团中央以 “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冶 为主题, 在中央团校推出 “中国青年

运动历史展览冶, 分 “紧跟党打破旧世界冶、 “追随党建设新中

国冶、 “听党号召搏击改革潮冶、 “青春向党奋进新时代冶 四个部

分, 展出 650 多幅图片和 230 件珍贵文物、 文献、 档案等, 全面

展示了党领导下中国青年运动百年历程。 团广东省委以 “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冶 为主题, 在广州东园旧

址内建设 “团一大冶 纪念馆, 分 “历史召唤冶、 “潮起东园冶、

“青运新篇冶、 “牢记使命冶 四大版块, 展出图片、 实物、 雕塑、

—3—



历史视频等内容, 全景展示一百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始末, 展示共青团坚守初心使命、 紧跟党

走、 奋进新征程的历史担当。 团甘肃省委打造 “甘肃党的青年运

动历史展览冶 和 “甘肃少先队历史体验馆冶 主题宣传教育阵地,

为广大青少年提供更加丰富的团属学习教育基地, 为主题教育实

践提供更具影响力的活动载体。 团云南省委组织主题展, 通过事

业展、 美术展、 沉浸展等三个分展, 以 “青春号冶 时间胶囊为

主线和载体, 创新实景演绎和观展互动, 让青少年在观展中领略

百年征程, 激发奋进力量。 团浙江省委组建青年宣讲队伍 1073

支, 组织团干部、 青年宣讲员、 红领巾巡讲团成员等深入基层一

线, 开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宣讲 4000 余场, 覆盖青少

年 50 万人次。 团湖北省委组建多支强国新 “声冶 代青春寻访队,

分赴革命遗迹、 经济建设新区、 重大工程项目等青少年思政教育

场所, 通过 “全省青少年思政教育地图冶 小程序线上打卡互动,

引领广大青少年在沉浸式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

3. 丰富载体广泛学。 创作推出系列学习产品, 不断扩大学

习覆盖范围。 团中央发布系列重磅理论文章, 面向广大青少年做

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

运动史的 “青年化冶 阐释, 制作推出 “青年大学习冶 网上主题

团课 “总书记和青年朋友们冶、 “党领导百年中国青年运动的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冶 建团百年特别版———探秘 “中国青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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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展览冶 等专题内容, 动员广大团员及时学、 跟进学。 推出

“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运动史冶 学习挑战赛小程序, 通过每日一

测、 全国挑战、 好友对战、 一战到底等模块和自习室、 错题本、

排行榜等应用, 不断提升青年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团新疆自

治区委编印 “团团的系列冶 工作资料汇编, 包括 “团团的声

音冶、 “团团的讲稿冶、 “团团的课件冶、 “团团的规范冶、 “团团的

作为冶 等系列工作资料汇编, 指导基层团组织更好地结合学习团

的历史, 深入推进共青团和青少年工作。 团黑龙江省委推出 22

集系列短视频合集 《青年学习问答》,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

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共青团发展历程为主题, 生动展现党领导下的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 在全省青年中兴起学习热潮。 团山东淄博市

委坚持 “青年立场冶 和 “底层逻辑冶, 组织开展 “砥砺奋进守初

心·青春献礼二十大冶 主题团史知识竞赛活动, 采用线上答题的

方式, 设计学习题库、 模拟练习、 正式答题、 个人中心四个板块

的竞赛平台, 在广大青少年中营造学团史、 知团情的浓厚氛围。

二、 传承五四精神、 勇担时代使命, 广泛开展团、 队活动

各地充分利用重要时间节点, 创新开展形式新颖、 内容丰富

的五四主题团 (队) 日活动, 引导广大青少年在组织生活中夯

实理论基础, 传承五四精神, 上好与现实相结合的 “大思政

课冶。

1. 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教育作用, 让青少年在仪式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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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先辈精神伟力, 增强先进性、 光荣感。 团江西省委利用 “革

命老区多、 党史事件多、 革命先辈多冶 的优势, 在共青城、 井冈

山等多个红色教育基地组织开展新团员入团仪式集中示范活动,

全省共举行入团仪式 7700 余场, 覆盖团员青年 160 余万人。 团

湖南省委组织新团员入团仪式集中示范活动, 来自长沙、 株洲、

湘潭的 1000 名新老团员代表齐聚韶山毛泽东广场, 在团旗下庄

严宣誓, 用铮铮誓言展现团员青年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冶 的

坚定信念和使命担当。 团吉林省委特别推出 “晒晒我的团员证冶

线上互动展示活动, 重温三代团员证的更新迭代故事, 通过生成

专属电子团员证, 让团员青年及超龄离团的老团员重拾入团时的

青春记忆, 分享团员身份的荣光。 团河南省委动员全省高校团组

织结合自身实际, 广泛开展升旗仪式、 游戏体验、 红色观影、 定

向越野、 “百首红歌颂百年冶 歌咏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引导

广大团员学生永葆青春热情, 从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中寻找方

向、 贡献力量。 团广西自治区直机关工委举办 “赓续红色血脉

凝聚青年力量冶 主题团日活动, 青年代表在党史故事宣讲、 情景

诗歌朗诵、 原创歌曲演唱、 知识问答等活动中, 缅怀献身革命事

业的先烈, 感悟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厦门大学团委举办 “请

党放心、 强国有我冶 国旗下的团课, 团员代表排列成 “强国复

兴有我冶 方阵, 现场举行升国旗唱国歌、 在国旗下重温入团誓

词、 朗诵 《国旗下的礼赞》 和齐唱团歌等活动, 为厦大青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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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课。

2. 打造以 “理论学习+参观实践冶 为特色的红色寻访主题团

(队) 日活动, 引导青少年在沉浸式活动中传承红色基因, 汲取

奋斗力量。 团西藏自治区委举办 “边境少年研学行 红色教育润

童心冶 实践教育活动, 组织全区边境县区的优秀少先队员和少先

队辅导员参加研学实践, 让他们亲身感受党领导下西藏取得的巨

大成就, 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似海深情, 进一步厚植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团重庆涪陵

区委在五四主题队日活动中, 邀请 816 工程的早期建设者来到当

年的工程现场, 组织少先队员重走 “三线冶 建设路, 通过微访

谈的形式分享 “三线冶 建设者的英雄事迹, 引领少先队员传承

和弘扬 “三线精神冶, 播下报国种子。 团陕西安康市委在石泉县

革命纪念园区, 开展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五四精神冶 主题团课

活动, 青年宣讲团通过一堂行走中的微团课 《追光者》, 沉浸式

讲述石泉县不同年代的先进青年典型故事, 团员青年在聆听中深

化思想感悟、 接受精神洗礼。

3. 结合抗击疫情、 社区服务、 就业帮扶等志愿服务行动,

将团 (队) 日活动融入服务社会、 服务人民的火热实践。 团上

海市委开展 “团结抗疫 青力而为冶 五四主题云团课, 推出 “青

春守沪冶 优秀作品展映, 邀请抗疫中涌现出的青年典型参与云访

谈, 讲述他们在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战疫故事, 同步在人民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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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频道、 新华财经等平台播出, 累计观看 130 余万人次。 团广西

柳州市委推出 “青聚龙城冶 青年招才引智专项行动, 打造 “青

实践冶、 “青研学冶、 “青能量冶、 “青宣讲冶 等品牌, 服务青年在

柳成长发展, 推进大学生 “返家乡冶 社会实践活动。

三、 广泛动员、 全面覆盖, 掀起主题宣传热潮

五四期间, 各地广泛开展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主题

网络活动, 通过推出广受青少年喜爱的原创融媒体产品、 开设专

题专栏和网络话题讨论等方式, 掀起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热潮。

1. 团属媒体开设专栏, 发行庆祝建团百年专刊, 发布重磅

文章和各地活动开展情况。 团中央通过人民日报、 新华社等多家

央媒, 刊发 《中国共青团的百年奋斗征程和历史启示》、 《唱响

新时代的青春之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青年和

青年工作纪实》 等重磅文章, 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公报, 在

五四期间集中刊发与青年和青年工作相关报道 400 余篇。 各地团

组织广泛通过报纸、 电视媒体、 网络新媒体、 户外广告等渠道,

开展各具特色、 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主题宣传报道。

2. 围绕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冶 主题开展宣传。 5 月 4

日, 团中央在学习强国、 微信、 微博、 B 站等 21 个平台播出

“奋斗的青春冶 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 共青团优秀网络文化产品

展播、 “百年青春 当燃有我冶 五四青年节青春讲演剧等内容, 超

过 1400 万人次收看; 发起 “百校接力唱百年冶 等网络征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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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 万人次投稿, 10 个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 阅读量超过 42

亿次; 发布庆祝建团百年主题宣传片 《共青春》, 五四主题微电

影 《笃定》、 《超能力》 等产品, 制作建团百年主题海报、 漫画、

壁纸等, 累计阅读量超过 1. 6 亿次。 各地团组织推出五四主题网

络直播, 创作主题宣传片、 微电影、 短视频、 主题歌曲 MV 等丰

富多彩的网络文化产品, 打造原创手绘 H5、 漫画、 剧本杀等互

动展示活动, 涌现出大量优秀网络文化产品, 集中展现党领导下

的广大团员青年在不同历史时期接续奋斗、 建功立业的光辉历

程, 在云端激发了青年紧跟党走、 奋斗报国的志向。

3. 聚焦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结合庆祝建团百年, 各

地营造更有青年味、 更具吸引力的浓厚氛围。 团内蒙古自治区委

打造 “青春快线冶, 将呼和浩特地铁 1 号线市政府站设为主题站,

4 个出口分别以红色、 粉色、 蓝色、 橙色为主打色, 营造出年

轻、 鲜明、 清爽的感觉, 彰显青春的奉献、 付出与暖心, 以原创

手绘和平面设计相结合的方式, 将 6 个车厢打造成思想引领、 民

族团结、 创新创业、 志愿服务、 婚恋交友、 全团带队等不同主题

列车, 打造青少年时刻想得起、 找得到、 靠得住的共青团。 广

东、 陕西、 重庆等地团组织在广州塔、 西安城墙、 解放碑 WFC

等标志性建筑、 街道宣传栏、 公交地铁、 商圈 LED 大屏等处投

放主题宣传海报, 展示 “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

程冶、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冶 等主题口号。 团陕西西安市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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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开展无人机灯光表演, 运用灯光变换摆出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冶 标志, 为青年朋友们送上节日祝福,

激励广大青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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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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