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团 要 讯
第 26 期

共青团中央 2022 年 9 月 2 日

编者按: 引导广大青年在思想洗礼、 实践锻造中成

长成才, 是共青团为党育人的科学方法和重要特色。 动

员大学生有组织、 常态化、 大规模、 小批量地参与社区

实践, 有助于调动高校和地方团组织两个积极性、 统筹

校内和校外两个大课堂, 帮助大学生亲身了解社情民

意、 贡献智慧力量、 增强制度自信。 年初以来, 各地各

高校团组织协同开展大学生社区实践计划, 在统筹推

动、 机制建设、 资源协调、 人员组织、 项目建设等方面

积极探索、 扎实推进, 取得阶段性成效。 现将有关经验

编发, 供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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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联动引导大学生在社区实践大课堂中

经风雨、 见世面、 长才干、 做贡献

大学生社区实践计划启动以来, 各地各高校团组织逐步探索

完善机制、 丰富路径载体, 帮助一批批大学生走进基层了解社会

实际、 服务人民群众、 增强时代责任、 提升社会化能力, 特别是

在疫情防控、 社区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形成校地联动助推

大学生在实践大课堂中成长成才的生动局面。

一、 省级团委 “画蓝图冶: 让基层组织有目标、 有路径

各省级团委主动作为, 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 因地制宜、

多措并举动员地方基层和高校团组织扎实推进大学生社区实践计

划。 一是细化落实方案。 天津、 河北、 辽宁、 黑龙江、 上海、 江

苏、 浙江、 安徽、 山东、 湖北、 重庆、 四川、 贵州、 青海、 新

疆、 兵团等地团组织根据本地实际细化方案, 进一步明确地市、

县区、 高校的工作职责。 团上海市委制定 《助力五个新城建设区

校共青团共建项目工作指引》、 《助力五个新城建设区校共青团

共建大学生兼职锻炼管理办法》, 各区团委与高校团委结对 151

对, 学校团支部与社会领域基层团组织结对 1076 对, 65680 名大

学生参与大学生社区实践计划。 二是摸排地方需求。 团江苏省委

推动各县级团委摸排需求、 设计项目、 明确任务, 做到需求项目

化、 项目岗位化。 团湖北省委形成 《高校服务社区项目参考清

单》、 《社区需求项目参考清单》, 推动全省 116 所高校结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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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9 个, 占全省高校数量的 90% , 其中武汉市结对社区占全市

社区总数的 69. 5% 。 三是搭建对接平台。 团山西省委开发共青团

员向社区报到小程序, 建立全省 55 所院校 596 个团组织与 1324

个基层街道 (社区) 团组织的社区实践岗位供求信息对接渠道。

团江苏省委通过网络平台实现项目岗位发布、 大学生报名及工作

内容记录、 审核、 评价等功能, 推动 69 所省部属高校与区县对

接, 近 5000 个高校团组织与乡镇街道、 社区团组织结对, 动员

6. 7 万余名大学生参与。 四是运用记录评价。 团福建省委引导高

校团支部及时记录活动开展情况, 纳入 “第二课堂成绩单冶、 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和 “志愿汇冶 平台志愿服务时长记录。 团

重庆市委将校地推进情况逐步纳入校地团组织书记述职评议, 并

加强过程指导。 目前共有 52 所高校参与大学生社区实践计划,

覆盖班级团支部达 15365 个, 参与结对率达 47. 5% 。

二、 校地协同 “搭鹊桥冶: 让结对共建有机制、 有体系

各地各高校团组织统筹谋划推动各自下辖团组织结对共建,

就近就便形成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人才共育、 相对稳定的结对

关系。 天津科技大学团委与团滨海新区委签订共建协议, 建立党

委统筹、 政府推动、 社会参与、 学校主导的常态化结对机制。 内

蒙古工业大学团委与团呼和浩特市委共建基地 6 个, 覆盖 16 个

学院, 打造 “一院一品冶 项目 19 个, 常态化参与志愿者 5000 余

人次。 沈阳化工大学团委建立社区、 社会组织、 社工、 社会资

源、 社区自治组织 “五社联动冶 服务模式, 形成研究生与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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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高年级与低年级学生 “传帮带冶 服务梯队。 团南京江宁区

委建立校地共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邀请 17 所联系高校团委书

记和各街道团工委书记参与, 通过面对面交流, 做好工作规划、

队伍建设、 活动组织等工作。 湖南师范大学团委全面推行参与实

践基地共建学院与社区团干部双向兼职制度, 促进校地密切联

系。 四川农业大学团委建立 “团支部+高校+社区冶 竞标结对制

度, 探索 “专业+社工组织+社区冶 项目运行机制, 与近 200 个

社区结对共建, 带动全校 492 个团支部、 1. 6 万余名团员开展社

区实践, 覆盖全校 60% 以上的团支部。

三、 统筹协调 “拢资源冶: 让社区实践有条件、 有保障

校地团组织积极争取和统筹资源, 为学生参与社区实践计划

提供咨询指导、 经费保障、 活动阵地等便利条件。 团辽宁铁岭昌

图县委由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与学生建立 “一对一冶 结对指

导机制, 协调解决学生食宿、 核酸检测、 保险等需求, 跟踪了解

学生工作情况, 注重典型选树, 及时向高校反馈。 团上海静安区

委建立全程指导机制, 在社区实践各阶段通过专题培训、 区情寻

访、 线上分享、 案例收集、 总结座谈等方式对学生进行跟踪指

导, 制定 《关于静安共青团挂兼职干部和志愿者薪酬标准的实施

意见》, 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工作保障。 团江苏盐城东台市委构建

“建强一个联络组织、 遴选一支服务队伍、 建立一批交流群组、

对接一份保险赞助、 发放一个报到礼包、 建全一项工作机制冶 的

“六个一冶 青春报到工作体系。 团福建厦门思明区委统筹自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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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主动争取文明办、 关工委、 妇联等相关单位专项经费支持。

团四川宜宾高县县委探索建立 “一个固定联络组织、 一支常态服

务队伍、 一份个性化保险赞助、 一份实用实践礼包冶 联动保障

机制。

四、 强化激励 “鼓干劲冶: 让高校学生有动力、 有收获

各地各高校团组织通过典型激励、 岗位激励、 需求激励、 成

长激励、 氛围激励等多种方法, 激发学生服务社会的家国情怀和

奋斗成才的发展需求, 引导学生积极走出校门、 服务社会。 延边

大学团委发挥学生党员、 “青马工程冶 学员、 学生团干部、 学生

会工作人员带头作用, 辐射带动全体学生。 团浙江宁波慈溪市委

依托 “浙里办冶 APP “青春慈溪冶 栏目建设 “实习实践冶 系统,

实现双向匹配、 1 秒调剂、 星级评价等功能, 推出实践岗位 1800

余个, 分批促成 3900 余名大学生参加实践。 团山东济南历下区

委联合区委宣传部、 区民政局制定考核细则, 开展月小结、 季评

估、 年考核, 将考核结果与项目资金支持、 项目负责人兼任职务

挂钩, 对优秀学生给予表彰奖励, 并向有关单位推荐。 中国石油

大学 (华东) 团委将社区实践纳入 “第二课堂成绩单冶, 开设专

门实践课程。 集宁师范学院团委制定社区实践全过程制度, 以综

合测评加分等方式激励学生参与。 宁夏大学团委选配优秀学生团

干部担任基层团建指导员, 每届任期 1 年, 建立实绩考核档案,

期满后由基层团组织和高校团组织开具实践证明和工作情况

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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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丰富项目 “拉菜单冶: 让服务群众有载体、 有特色

1. 助力疫情防控。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严峻形势, 各地

各高校努力克服疫情影响, 组织学生开展线上流调、 医护人员子

女托管、 特殊困难群众帮扶等工作, 在疫情大考中贡献青春力

量。 团北京丰台区委动员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等多所高校成立由

800 名大学生组成的社区流调排查线上志愿服务队, 累计排查5. 5

万余人次。 团上海市委推动 20 所高校团组织为 1527 名抗疫一线

人员子女和方舱医院内中小学生等提供 “云冶 托管陪伴和课业

辅导服务, 大学生志愿者累计上岗 34094 人次, 服务时长超

48219 课时。 上海奉贤区奉浦街道团工委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大夏

书院团委, 招募社区青年和大学生组建 “任意门冶 志愿者服务

队, 疫情期间帮助社区 200 余位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进行线上购

物、 社区团购。

2. 提供社区服务。 发挥大学生专业特长和高校人力资源优

势, 以老人、 儿童为重点人群, 围绕兴趣培养、 素质拓展、 心理

健康、 生活照料等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

组建数字爱心助老线上服务群, 为老人拍摄金婚纪念照、 制作数

字生活读本、 制播智能手机操作系列公益短视频。 浙江师范大学

团委组织学生提供文艺演出、 金融知识宣传、 爱心义卖、 回收旧

衣物等便民服务, 开展社工技能培训, 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

兴趣课堂和 “一对一冶 辅导, 参与大学生累计达 10 万余人次。

团江西赣州章贡区委联合江西理工大学团委开展 “蒲公英冶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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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课堂志愿服务, 常态化为中小学生提供 “点单式冶 课后服务,

促进学生们形成兴趣社团, 在全区 16 个社区服务青少年学生

1300 余人次; 联合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定期开展 “兴趣启

蒙 ‘我爷 来教冶 志愿服务活动, 为社区青少年学生提供英语、

日语、 西班牙语、 德语等外语兴趣启蒙教育, 服务青少年学生

200 余人次。

3. 繁荣社区文化。 以文艺演出、 文化课堂等形式, 努力繁

荣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帮助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东北大学秦

皇岛分校团委开展政策理论宣讲, 制定爱国卫生运动宣讲、 民族

音乐进社区文艺培训、 科技创新科普活动等实践项目计划。 北华

航天工业学院团委在廊坊各社区开展 “红色基因筑梦、 启迪航天

梦想冶 宣讲、 “红色图书角冶 捐书读书、 “航天科普课堂冶 等活

动。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与张家口经开区团工委培育形成

“微爱课堂冶、 “垃圾分类进社区冶、 “爱心志愿服务冶、 “专业技

能培训进社区冶 等一批青社学堂服务。

4. 参与社区治理。 把社区治理变成学生社会化实践课堂中

的 “进阶课程冶, 引导大学生参与法治宣传、 环境保护、 公共空

间营造、 治安维护、 交通安全引导, 培养学生观察社会和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 北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团委开展校园门前交通安全

维护和交通拥堵疏导, 参与志愿者达 2 万余人次, 服务时长达

4000 余小时, 累计服务小学生 15 万人次。 团福建福州鼓楼区委

联合闽江学院团委依托 “青春家园冶 阵地, 开展社区公共空间

—7—



营造、 “河小禹冶 护河行动等生态环境整治活动 90 余场, 水系治

理理论等讲座 30 余场, 累计参与服务的学生达 8500 余人次。 山

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团委成立 “菁彩冶 青春网格员社区服务队,

协助社区网格员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并参与社区议事会, 选

聘一批学生挂职担任社区团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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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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