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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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刊之七铱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着力推动党、 团、 队育人链条相衔接、 相贯通

各级共青团、 少先队组织把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建团

百年庆祝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以 “喜迎二十

大, 争做好队员冶 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 围绕党、 团、 队育人链

条相衔接、 相贯通, 开展丰富多样、 覆盖广泛的学习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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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化少先队组织改革创新, 团结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牢记

习爷爷要求, 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一、 掀起学习热潮, 推动政治引领相衔接、 相贯通

1. 开展组织化学习。 团中央、 全国少工委推出 “喜迎二十

大, 争做好队员冶 主题云队课直播活动, 以少先队员视角展示了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交

流了队员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 进一步激发

了少先队员的自豪感、 使命感, 超过 2000 万人在线观看, 累计

点赞量达 8 亿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及云南卫视、 上海少儿卫

视等 9 家电视台联动播出。 各级少工委通过学习会、 座谈会、 研

讨会、 读书班等, 面向各级少工委委员、 红领巾巡讲团成员、 少

先队大中队辅导员等群体分层分类开展专题学习。 各地少先队以

中队为组织单元, 将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组织生活的主

要内容, 在 “六一冶 期间集中开展主题中队会, 覆盖全体 21. 6

万个大队。 “六一冶 期间, 16 个省份通过网络新媒体、 广播电视

融媒体等开展主题云队日、 云队课, 覆盖超过 1800 万少先队员。

广西、 新疆、 西藏三地联合开展了 “石榴籽一家亲冶 主题云队

会, 少先队员们相聚云端, 互赠礼物、 互送祝福、 互结情谊, 共

同在星星火炬旗帜下庄严宣誓。

2. 注 重 多 样 化 宣 传。 全 国 少 工 委、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落 实

习近平总书记给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回信精神, 共同

指导儿童剧 《新安旅行团》, 在江苏淮安开展线下首演和线上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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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活动, 出版 《新安旅行团》 图书并作为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冶

活动推荐图书, 共同开展歌曲歌词征集活动并推出 《我是未

来》、 《向上吧! 少年》、 《闪耀明天》 等原创歌曲, 受到少先队

员的喜爱。 各级团的领导机关干部主动到基层一线少先队组织中

开展专题宣讲。 湖南参与宣讲的各级专、 挂职团干部共计 7000

余人, 开展线上线下宣讲直播 50 场, 覆盖 105 万人次。 各地充

分依托电视、 电台以及报、 刊、 网、 微、 端媒体矩阵, 多渠道、

全方位地开展宣传教育, 将总书记的重视关心传递给广大少先队

员、 少先队辅导员, 展示交流真切感受、 学习心得。 吉林依托喜

马拉雅平台开辟了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冶、 “童心赞精神冶

等专栏, 推出 《习爷爷教导记心中》 等云队课, 组织开展 “红

领巾唱响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云快闪活动冶。 西藏围绕 “学

党史、 讲红色故事冶、 “我是小小石榴籽冶 等主题, 组织开展了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冶 红领巾讲解员视频展播活动。

3. 做好儿童化解读。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容, 全

国少工委制作推出 “红领巾爱学习冶 网上主题队课特辑和 “六

一冶 主题云队课直播特别节目, 激励广大少先队员把入团、 入党

作为人生志向追求, 队课特辑基本覆盖全体少先队中队。 全国和

省级红领巾巡讲团成员开展集体备课研讨, 按照小学低年级、 中

高年级和初中三个阶段准备宣讲提纲, 制作标准队课, 各地红领

巾巡讲团成员深入中小学校、 社区、 青少年宫等基层一线开展宣

讲, 辽宁省级红领巾巡讲团成员宣讲 60 余场, 覆盖少先队员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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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人次, 广西发挥少先队辅导员名师工作室作用, 深入学校开

展主题巡讲 15 场, 覆盖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员 8000 多人。 各

地积极创编符合少先队员特点的宣传文化产品, 贵州推出 《青春

百年路·永远跟党走———党领导下的贵州青年运动主题展云队

课》 等各类文化产品 29 个, 累计覆盖 600 万人次。 四川制作少

先队示范课、 蜀少年公开课等示范性网课, 在线上服务平台累计

服务少先队员 500 余万人次。 天津在全市征集 “喜迎二十大 争

做好队员冶 少先队员优秀作品 1. 2 万余个, “六一冶 期间重点展

播优秀作品 120 个。

二、 传承红色基因, 推动实践锻炼相衔接、 相贯通

1. 集中开展主题队日队课。 “六一冶 当天, 团中央书记处第

一书记、 全国少工委主任贺军科参加 “我心中的英雄冶 网上主

题队日活动, 观摩来自江苏、 山东、 湖北、 贵州的少先队员和少

先队中队分享收获感受, 鼓励少先队员们牢记习爷爷的教导, 崇

尚英雄, 学习英雄, 努力做到爱国、 无私、 勇敢、 有本事, 向身

边榜样学习, 从具体小事做起, 现在立英雄志, 将来当真英雄。

全国少工委、 中国关工委共同主办 “我心中的英雄冶 系列活动,

少先队员在线上用儿童画、 照片、 短视频、 歌曲、 征文表达对心

中英雄的崇敬和礼赞, 在线下开展访英雄人物、 向英雄致敬、 听

英雄故事等实践活动, 以实际行动致敬英雄缅怀先烈。 在江西安

源, “红领巾号冶 列车沿线的五省一市 500 余万名少先队员相聚

云端, 在 《红领巾摇篮》 儿童舞台剧中共同学习了解党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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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光荣历程。 山西广泛组织开展 “举行一次

‘领袖嘱托记心中爷 主题中队会、 组织一次 “感知党团队血脉联

系冶 红色传递、 争做一名红领巾讲解员冶 等 “六个一冶 系列

活动。

2. 广泛组织社会实践活动。 全国少工委、 中国科协共同指

导科技馆系统举办 “百馆千场万人科学家精神宣讲冶 暨 “红领

巾讲解员冶 项目启动活动。 各级少工委联合相关部门深入拓展

“红领巾讲解员冶 实践体验活动, 全国已有超过 1100 万少先队员

领取讲解员电子身份卡, 组织少先队员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革

命纪念馆、 烈士纪念场馆、 博物馆等场地开展实地体验、 参访学

习、 志愿讲解活动。 广西用好用活当地红色资源, 开展 “将

《红色传奇》 进行到底冶 系列活动, 组织红领巾讲解员到 300 多

个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开展讲解、 寻访活动, 让红色基因融入少先

队员血脉。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开展 “红领巾讲解员培训计

划冶, 鼓励全市少先队员争当党史讲解员, 传播党的好声音。 辽

宁、 青海等地组织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大赛, 以本地丰富的红色资

源和红色故事为主要内容, 引领少先队员讲好 “四史冶。 江苏近

14. 8 万支红领巾寻访小队, 开展 “红领巾寻访党的百年足迹冶

等实践活动近 31. 2 万场。 云南省保山市组织少先队员追随

习爷爷考察云南时的步伐在寻访实践中亲身感受农村地区翻天覆

地的变化。 各地还积极开展了少先队 “小五年规划冶、 “少年儿

童社会实践营冶、 “手拉手冶 等实践活动, 组织队员在接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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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体验、 接受帮助中更好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和殷切

期待。

3. 积极拓展实践教育阵地。 全国 300 余个地市打造了本地区

“少先队实践教育地图冶, 建设 1. 2 万个少先队实践教育营地

(基地), 就近就便组织少先队员实践体验、 寻访打卡, 在实践

中观察社会、 体验国情、 收获成长。 山东设计研发集信息概览、

云上参观、 预约导航、 打卡点亮、 海报生成、 打分点评等功能于

一体的线上实践教育地图。 重庆联合 7 部门建设命名 278 个少先

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实现区县、 学校结对联动, “六一冶 期间

组织少先队员打卡少先队校外实践基地和红色实践基地。 浙江省

兰溪市 16 个乡镇街道、 21 个社区、 青少年宫全部成立校外少工

委, 并打造了 “社区红领巾学院冶、 “幸福兰实践岗冶、 “红领巾

网格员冶 等一批实践阵地和活动品牌。 广东成立少先队社会实践

活动新平台——— “广东红领巾巴士学堂冶, 在公交大巴车内布置

少先队文化元素, 并联动沿线的各类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营地

(基地), 组织开展各类寻访实践活动。

三、 深化改革创新, 推动组织带领相衔接、 相贯通

1.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 各级少工委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推动健全和加强党委领导的新时代少先队

领导体制机制。 今年 “六一冶 期间, 17 个省级党委主要负责同

志参加 “六一冶 活动或给少年儿童寄语。 北京、 内蒙古、 浙江、

江西、 广东、 云南等省份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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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座谈会上, 河北、 江苏、 陕西等省委主要

负责同志在看望省少代会代表或致大会贺信中, 都强调做好党建

带团建、 队建工作。 宁夏推动以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名义印发 《关

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工作方案》, 强调加强对全区

各级党组织党建带团建、 队建工作的督查落实, 纳入各级党委巡

视巡察监督范围、 教育评价和督导范围。 重庆市石柱县将 “党建

带团建、 队建工作冶 细化为 8 项具体内容并纳入县委巡查清单。

河南开展党建带队建工作示范校创建工作, 发挥学校党组织领导

作用, 一体推进学校党团队思想引领、 组织建设、 队伍建设、 阵

地建设、 考核评价等工作, 加快形成学校党建带队建新格局。 北

京积极争取财政支持, 大幅增加 2022 年度少先队工作经费, 7 个

区少先队工作经费占团委年度预算 25% 以上, 并在团市委青少年

服务中心专门设立少年发展部 (正处级, 20 个编制), 充实市级

少先队工作力量。

2. 强化人才阶梯培养。 各级少工委围绕奏好入队、 入团、

入党 “人生三部曲冶, 完善构建少先队员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

深化分批入队工作, 全国 96% 的小学规范实施分批入队, 各地在

“六一冶 期间集中开展新队员入队仪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

师小学专门安排一课时, 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纳入

新队员队前教育。 福建省长汀县南山中复小学一年级首批 30 名

优秀学生在长征出发地旧址观寿公祠光荣地加入少先队, 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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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领巾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冶 的深刻含义。 湖北省武汉市组

织红领巾讲解员分享党史学习故事活动, 抗疫英雄、 公安干警、

党校讲师等为新入队的少先队员讲述英雄榜样故事和微队课。 加

强分段教育、 分级激励, 全国 94% 的中小学普遍开展 “红领巾

奖章冶 争章活动, 贯通基层、 县、 市、 省的 “红领巾奖章冶 一

星至四星章评定体系已经建立, 少先队员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不

断得到增强。 “六一冶 期间, 安徽举办四星章颁章仪式, 并组织

获章少先队员开展 “走进党政机关冶 主题实践活动。 健全推优

入团工作, 结合 “智慧团建冶 系统录入, 年满 14 周岁未满 15 周

岁的新入团团员已有超过 70% 经过少先队组织推荐, 强化 “评

价少先队工作的最重要标准, 就是看有多少优秀少先队员可以成

为共青团员冶 的理念要求。 海南省陵水县建立党、 团、 队一体化

实训中心, 通过 “两线 (线上线下) 一循环冶 形成从少先队员、

团员、 到党员发展的全链条、 闭环式思政育人体系。

3. 强化组织改革创新。 各级少工委依据少年儿童学习生活

方式新变化新特点, 围绕全面激发少先队组织活力、 创新实践活

动, 依托青少年宫、 青年之家等阵地, 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渠道, 拓展校外少先队组织和工作, 逐

步构建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 全国社区 (村)、 街道 (乡镇)

建立少工委已突破 1 万个。 上海建立社区少工委 278 个、 在全市

6347 个社区设立少先队大中队, 实现队组织全覆盖, 并积极打造

“15 分钟社区少先队幸福圈冶。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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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村少工委通过整合村居资源、 打造校外少先队阵地、 创新联建

共建模式, 建立队室、 红领巾书屋、 红领巾种植园、 红领巾科普

园等阵地, 组织少先队辅导员、 大学生、 家长等群体为少先队员

提供形式多样的 “第二课堂冶。 坚持进军线上的战略方向, 各级

少工委以新媒体平台为突破口, 着力打造新媒体矩阵, “红领巾

爱学习冶 网上主题队课每期参学人数超过 5000 万, 已成为少先

队员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 在孩

子们心中播撒听党话、 跟党走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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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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