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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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刊之六铱

全团深入开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建团百年重要讲话精神宣讲

近期, 各级团组织认真落实团中央工作部署, 聚焦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建团百年重要讲话精神, 以 “青年大学习冶

宣讲交流主题活动为抓手, 克服疫情影响, 突出 “见人见思

想冶, 坚持 “分众化、 面对面、 互动式冶 思路, 组织各级青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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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团成员和各领域青年典型走到青少年身边, 化整为零、 就近就

便开展宣讲交流累计超过 10 万场, 面对面覆盖青少年逾 500 万

人, 线上直播观看量超过 1 亿次, 在广大青少年中持续兴起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热潮。

一、 突出鲜明主题

各地突出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通过生动宣讲和深度交

流, 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 涵养精神品格、 矢志奋斗成

才, 提升共青团思想引领和实践育人的整体功能。 团浙江省委围

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全省各级团干

部、 团代表、 委员以及各级讲师团成员到高校开展线下宣讲数百

场, 打造一系列有温度、 有深度、 有情怀的团课 “盛宴冶。 团广

西自治区委组织专门力量分别前往南宁师范大学、 南宁卫生学

校、 广西中医药大学开展区级主题示范宣讲, 邀请青年讲师团成

员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广大团员 “五个模范、 五个带头冶 的

殷切期望, 激励学生团员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担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以高校、 中职、 中学为重点, 组织开展宣

讲交流进校园活动近百场, 面向青年学生讲好党的创新理论、 领

袖关心关爱、 党的青年运动光荣历史等内容。

二、 强化思想内核

各地立足共青团为党育人主责主业, 以宣讲交流活动为抓

手, 坚持 “见人见思想冶, 向广大青少年传递思想力量、 解答思

—2—



想困惑、 筑牢思想根基, 引导广大青少年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冶

的决定性意义, 自觉践行 “两个维护冶。 团辽宁省委充分发挥青

年宣讲团理论武装 “轻骑兵冶 作用, 组织宣讲团成员用青少年

听得懂的语言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讲深、 讲透、 讲具

体。 团上海市委依托市团校等团属研究力量和复旦大学、 上海交

通大学高校专业力量, 研究开发专题课程和课件素材, 针对不同

青少年群体特点做好转化, 分层分类开展宣讲。 团江西省委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示范性宣讲活动, 邀请青年典型

分享个人事迹, 引起青年情感共鸣。 团黑龙江省委举办全省高校

团学骨干培训班及少先队骨干辅导员培训班, 围绕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动员部署和示范宣讲。 团安徽省

委举办宣讲交流进校园备课会, 邀请高校思政名师代表围绕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及开展宣讲交流的方式方法

等内容进行交流分享。 团河南省委邀请青年讲师在宣讲中深入阐

述习近平总书记对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的勉励和期望, 结合投身

乡村振兴一线的生动案例, 引导新时代青年不懈奋斗。

三、 迅速形成声势

各省级团委统筹省内青年讲师团成员和青年典型, 组建省级

青年宣讲团, 指导有条件的地区组建地市级宣讲团, 以大中专学

生和基层青年为重点, 在 “面对面冶 的基础上结合新媒体, 实

现对青年的广泛覆盖。 团湖南省委积极发动全省各级青年讲师约

400 人、 红领巾讲师 450 余人、 青联委员约 120 人开展集中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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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近 1. 3 万场, 线下直接覆盖青少年 130 万人。 团山东省委组

织各级青年宣讲团走进 150 余所学校和基层单位开展宣讲交流活

动, 线上线下覆盖青少年 300 万人。 团福建省委在闽江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举办福建青年宣讲交流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 并分别走

进武夷山职业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宁德师范学院等一

大批院校和基层单位开展示范宣讲, 线下覆盖青年超过 40 万人

次, 线上观看量超过 300 万人次。 团山西省委组建省级青年宣讲

团赴省内各高校和基层单位广泛开展宣讲交流, 线下覆盖青年超

过 2 万人次。 团河北省委组织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等青年典型赴

基层开展宣讲活动, 和一线青年员工现场交流, 实现 “身边榜样

影响身边人冶 的效果。 团青海省委结合青海省庆祝 “六一冶 主

题活动开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宣讲工作, 动员全省县级

以上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普遍开展宣讲活动。 团新疆自治区委结

合民族地区实际, 统筹指导全区各级团组织累计开展线下宣讲交

流活动数百场, 覆盖青年学生超 2 万人。

四、 注重创新形式

各地在宣讲过程中, 因地制宜、 因材施教选择宣讲形式, 积

极运用青年化的思维逻辑和语言方式, 有效突破传统宣讲的局

限, 让广大青年在互动交流、 实践体验中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教

育课, 取得较好效果。 团北京市委 开展 “ 童心向党 快乐成

长冶 ———新童谣、 校园剧征集展示活动。 团天津市委制作推出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标准化示范主题团 (队) 课。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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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委举办 “坚定不移跟党走 建团百年青年说冶 竞演讲述活

动, 并充分利用当地红色教育资源开展实践体验类宣讲交流活

动。 团吉林省委联合省广播电台策划打造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

征程冶 云访谈节目。 团辽宁省委创新打造 “青年大学习冶 云课

堂,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 团山东省委联合 “沂蒙红冶 宣讲队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融入节目创作和日常讲解。 团江西省委开展 “青春心向

党, 建功新时代冶 新团员入团 “云宣誓冶 活动。 团江苏省委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主要内容, 举办江苏高校百校

万名团干部思政技能大比武基层团支部书记专项赛。 团广东省委

举办党团课大赛, 打造百名 “广东青年好讲师冶 及一批专题思

政教育精品, 指导基层团组织策划创作舞台情景短剧、 红色拓展

项目等别具特色的宣讲交流形式, 受到青少年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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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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