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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专刊之四铱

摇 摇 编者按: 构建资源有效整合、 队伍有效动员、 阵地

有效利用、 队员广泛参与的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 是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 的

重要要求。 各地少先队组织坚持迈向社会的战略方向,

树立 “组织跟着队员走冶 理念, 灵活设置形式, 着力

健全校外少先队组织体系。 其中, 四川省少工委推动出

台 《四川省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三年行动规划》, 将校外

少先队组织建设作为着力点, 在乡村社区、 青少年宫、

校外培训机构等领域作出积极探索, 推动少先队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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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取 得 新 成 效。 现 将 有 关 经 验 编 发, 供 各 地 学 习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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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少工委扎实推动校外少先队组织建设

探索少先队社会化工作新机制

四川省少工委按照团中央、 全国少工委和省委的工作部署,

抓住少先队社会化工作的重要战略窗口期, 推动出台并落实 《四

川省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三年行动规划》, 先行先试、 主动探索,

以各级各类校外少先队组织建设作为着力点, 推动少先队社会化

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一、 激活 “主战场冶, 有效调动街道 (乡镇)、 社区 (村)

优势资源

1. 推动 “童伴之家冶 建少先队组织, 搭建阵地。 针对农村

少年儿童数量少且居住分散, 村委会专门工作力量不足, 乡镇、

村级少工委建设困难较多的现状, 四川省少工委通过建立 “童伴

之家冶 少先队组织进行破题, 在 1832 个 “童伴之家冶 中探索建

立 “童伴之家冶 少工委 186 个、 少先队大中队 729 个, 目前近半

数 “童伴之家冶 已建立少先队组织, 2023 年将持续推动全面推

开, 完成全覆盖。 遂宁市少工委制度性安排 “童伴妈妈冶 担任

村少工委副主任或校外辅导员, 组织开展 “学习二十大冶、 “鲟

梦中华·童心绘画冶、 “亲情家书冶 等活动, 加强乡村少年儿童

的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 带领乡村少年儿童走进城市里的博物

馆、 科技馆等, 拓展视野, 加强社会实践教育。

2. 开启 “基层小区冶 建少先队组织, 提升活力。 社区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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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儿童而言地理半径相对较小, 教育实践资源丰富且各具特色,

应当并可以成为少先队社会化工作的主战场。 为进一步盘活社区

优势资源, 四川省少工委进行了大胆探索, 全省累计建立 2016

个街道社区少工委, 涌现出一批 “小区建队冶 的优秀案例。 宜

宾市翠屏区探索构建 “学校+社区+小区冶 的少先队工作体系,

进一步加强小区少先队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将小区内的少先队员

编入小区少先队中队, 隶属于社区少先队大队, 聘请 “五老冶

作为校外中队辅导员, 让小区少先队组织成为社区少工委最具活

力的基础单元。

二、 建强 “桥头堡冶, 积极发挥青少年宫示范作用

1. 建立定点联系制度, 确保 “基础牢冶。 青少年宫是少先

队组织直接联系、 服务和引领青少年的重要阵地, 必须守住这个

坚固堡垒的独特优势, 搭建青少年宫少工委桥头堡。 四川省少工

委对标对表 2022 年 4 月份新修订的 《青少年宫管理工作条例》,

持续督促实现省、 市、 县三级青少年宫建立少工委全覆盖。 建立

市、 县两级少工委与青少年宫少工委定点联系制度, 切实做到一

对一联系、 一对一指导、 一对一服务, 为把新时代青少年宫建成

为党育人的 “少先队员宫冶 打下良好根基。

2. 建设专业委员队伍, 确保 “师资强冶。 青少年宫的最大

优势在于有一支专业的实践教育师资队伍。 在建立青少年宫少工

委的过程中, 四川省少工委通过政策支撑、 示范引领等方式, 搭

建青少年宫少工委专业委员队伍, 促进青少年宫少工委作用明显

—4—



发挥。 全省 68 个青少年宫少工委建立了一支由 220 余名正式在

编教师、 400 余名长聘教师和近千名合作专家教师构成的委员队

伍, 确保全省青少年宫拥有一支品德高尚、 能力过硬、 作风优良

的重要师资力量。

3. 打造流动驻校模式, 确保 “覆盖广冶。 四川省少工委推

动青少年宫少工委与区县教育部门合作, 建立青少年宫 “流动驻

校冶 模式, 既解决青少年宫固有的场地紧张、 学生抢课难、 上课

地点远等问题, 又解决乡村学校师资缺乏、 教学内容单薄等问

题, 以青少年宫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回应少年儿童对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需求。 雅安市名山区青少年宫少工委培育特色品牌 “乡

村少年宫———快乐星期天冶 流动进乡村, 联合多家社会组织到乡

村为少年儿童开展 “阳光心理·健康人生心理讲座冶、 “缤纷快

乐庆六一·粽叶飘香迎端午亲子手工 DIY冶、 “快乐过暑假·禁毒

伴成长冶 等主题实践教育活动。 目前全省共依托少工委建有 15

个 “流动少年宫冶, 每年开展活动超千场, 常态化覆盖服务少年

儿童近 10 万名。

三、 开拓 “新高地冶, 深入挖掘校外培训机构巨大潜力

1. 积极挖掘筛选, 破解 “不愿建冶。 当前, 少年儿童对艺

体类、 实践类教育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 相关校外培训机构覆盖

的少年儿童数量巨大, 为各地开展校外培训机构建队工作提供有

利条件, 但也存在校外培训机构对建立少工委积极性不高等问

题。 为填补这一真空地带, 四川省少工委主动从省青联、 省青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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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员单位、 少儿出版社等少年儿童相关单位和机构中发掘筛选

符合 “双减政策冶、 声誉良好的培训机构, 吸纳进入四川省少学

会, 并建立校外培训机构少工委, 引导他们参与到少先队实践教

育中来, 从载体合作、 项目设计、 课程开发、 爱心托管等内容,

全方位研究推动少先队社会化工作。

2. 持续跟踪指导, 破解 “做不好冶。 四川省少工委积极培

育、 跟踪指导, 定期组织召开会议、 实地调研指导、 线上交流工

作的方式, 针对组织建设标准、 内设机构建设、 人员分布安排等

方面, 加强对其规范管理、 工作指导、 定期监督, 确保校外培训

机构规范使用少先队标志标识, 更好为少先队员服务。

3. 聚焦重点任务, 破解 “抓不准冶。 四川省少工委突出校

外培训机构少工委实践育人功能, 聚焦少年儿童政治启蒙, 举办

了一批富有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实践活动, 开展 “学党史 知党

章 传承党的革命精神冶 活动, 让少先队员汲取红色故事中的革

命精神, 内化为成长的精神食粮; 组织 “书香伴我行·共筑中国

梦读书会冶, 让不同年龄段的少先队员一起读书分享, 培养阅读

思维, 提升文化修养, 把混龄教育融入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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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直属单位负责人, 省级团委书记。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22 年 12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