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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关于在青少年中开展

“严实冶 品德教育活动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全国

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

委,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

委: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

体学习时提出的 “抓好广大青少年的教育, 使他们从小就养成严

和实的品德冶 的重要要求, 团中央决定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

“严实冶 品德教育活动。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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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体思路

围绕从小养成严和实的品德这一目标, 注重与 “我的中国

梦冶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等工作相结

合, 运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载体形式、 易于接受的话语体系开展

专题教育, 引导广大青少年从自身做起、 从小事做起, 志存高

远、 德才并重、 情理兼修、 勇于开拓, 努力在立志、 修德、 成才

等方面以 “严冶 的精神要求自己, 在做人、 干事、 创业等方面

以 “实冶 的品格要求自己, 打牢成长发展的牢固根基。

二、 主要内容

1. 抓主题活动, 开展 “从严从实、 向上向善冶 ———争做新

时代的好青年、 好少年活动

———开展主题讨论。 以主题团日、 主题队日为基本载体, 开

展 “从严从实、 向上向善冶 主题讨论活动, 引导青少年深刻认

识在思想品德、 业务学习和工作、 事业发展、 日常生活等方面

“不严冶 “不实冶 的危害, 在头脑中将严的精神、 实的品格牢固

树立起来。

———开展传统文化宣传教育活动。 通过经典诵读、 名篇赏

析、 古人格言推荐等方式, 引导青少年积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

立志向、 强奋斗、 严修身、 实干事等优秀思想元素。

———开展优秀文化产品推广活动。 通过举办主题青少年微电

影大赛、 青少年书画美术大赛, 以及优秀图书、 歌曲、 影视作品

等推广活动, 促进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从严从实、 向上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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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取向。

———在全国基层少先队组织和少先队员中普遍开展 “我是向

上向善好队员冶 主题活动。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从小学习做人、

从小学习立志、 从小学习创造冶 的希望和要求, 在少年儿童中开

展严和实的品德教育。 在学校, 倡导开展 “日进一步冶 活动,

遵守校规校纪, 遵守队章规定, 通过少先队活动课、 队组织生

活、 主题队会, 学习严和实的榜样, 查找严和实的不足, 克服不

严不实的缺点, 分享严和实的快乐。 在家庭, 倡导开展 “日尽一

责冶 活动, 力所能及地帮助父母或长辈做一些事。 在社会, 倡导

开展 “日行一善冶 活动, 在自己接触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点点滴滴践行严和实的要求。

2. 抓工作结合, 融入全团已经开展的各项品牌工作之中,

实现教育的常态化

———面向各级团干部, 在继续深入开展 “三严三实冶 专题

教育的基础上, 用好 “团干部如何健康成长冶 大讨论活动、 常

态化下沉基层、 向基层服务对象报到等工作载体, 贯穿严和实的

要求, 按照这一要求真正走进青年、 转变作风、 改进工作; 在团

干部培训中纳入 “严实冶 教育, 教育广大团干部努力成为 “严

实冶 品德的积极传播者和坚定践行者。

———面向共青团员, 以严格团员发展和管理为核心, 深入推

进先进性建设。 在团员发展环节, 严把团员标准, 控制发展比

例, 真正把严以律己、 求实务实的青年发展到团员队伍中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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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管理环节, 严格落实三会两制一课制度, 推动团员积极参与

网上网下志愿服务, 自觉在工作、 生活、 学习中比普通青年更严

一点、 更实一点, 以此来体现团员的先进性。

———面向大学生骨干, 在全国、 省、 校等各级大学生骨干培

养工作中, 将 “严实冶 教育作为大学生骨干集中学习和日常自

学的重要内容。 在今年年底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第九期学员

理论学习周活动中, 重点开展 “严实冶 品德学习教育。

———面向大中学生, 结合高校共青团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四进四信冶 活动, 通过 “进支部、 进

社团、 进网络、 进团课冶, 组织开展有形化、 经常化的工作和活

动, 在青年学生中加强 “严实冶 教育; 结合学风校风和校园文

化建设, 把 “严实冶 要求融入日常规范, 引导青年学生自觉以

严和实的标准要求自己; 结合大学生 “与信仰对话冶、 中学生

“与人生对话冶 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组织开展 “严实冶 专题教

育, 引导青年学生以严的标准、 实的精神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

———面向少先队员, 围绕严和实深化雏鹰争章活动, 鼓励基

层少先队组织, 根据本地实际和乡土特点普遍设立修身、 律己、

做人、 务实等方面的雏鹰奖章, 自主开展雏鹰争章活动, 进行过

程化、 有形化的评价激励, 引导少先队员深入认识严和实的要

求, 人人争做向上向善好队员。 编制推广面向少年儿童开展严和

实品德教育的大纲和读本, 普遍推广到中小学和社区、 青少年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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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活动场所, 供全国基层少先队组织使用。

———面向少先队辅导员, 研究形成严和实教育大纲和培训课

程, 纳入全国、 省、 地市、 区县各级少先队辅导员分级全员培训

之中; 组织少先队辅导员开展向吴芸红、 张先翱等老一辈优秀少

先队工作者学习活动, 学习他们的优秀事迹、 严和实的作风、 为

党的少年儿童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 传承少先队组织的优良传

统; 以解决不严不实的问题为重点, 开展少先队辅导员严和实教

育大讨论; 修订 《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 (试行)》, 制定少先

队辅导员工作标准, 突出落实严和实的要求。

3. 抓榜样带动, 选树体现 “严冶 “实冶 品德的青少年典型

———开展 “向上向善冶 好青年推选及故事分享活动。 团的

各个层级、 各条战线广泛动员团员青年参与, 深入开展 “中国大

学生自强之星冶 “最美中学生冶 “最美中职生冶 “最美青工冶 等

寻访活动, 推选厉行严的精神和实的品格、 做出向上向善感人事

迹的身边好青年, 并组织好青年深入到各个领域基层青年中开展

故事分享活动, 营造广大团员青年从严从实、 向上向善的鲜明导

向和浓厚氛围。

———树立体现 “严冶 “实冶 品德的最美少年。 通过各级少先

队报刊、 团属少年儿童报刊、 网站, 联合广播、 电视、 报刊等大

众主流媒体, 深化推进选树 “最美少年冶 活动, 宣传从小践行

严和实的好少年。

4. 抓舆论宣传, 努力在青少年中营造崇严求实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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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新媒体宣传教育活动。 在团属网站和微博、 微信、

手机报等平台, 利用博文、 漫画、 图片、 视频等形式, 广泛传播

“从严从实、 向上向善冶 话题, 组织力量对 “严实冶 的相关理

论、 报道、 正反典型进行解读编排和内容产品制作, 使青少年在

新媒体互动中加深对活动主题的理解、 自觉践行 “严实冶 品德。

———争取主流媒体宣传。 通过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 中国教育报等主要新闻单位及其网站、

微信公众号, 进行重点宣传。

共青团中央

2015 年 9 月 21 日

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9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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