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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摇 全国少工委

关于认真学习李源潮同志在中国少年先锋队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祝词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团委、 少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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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 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开幕式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代表党中央

致了题为 《准备着为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未来接力奋斗》 的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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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词充分肯定了第六次全国少代会以来的少先队工作, 充分

肯定了少先队组织为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发挥的作用和当代少

年儿童的良好精神风貌, 向全国少年儿童提出了从小听党的话,

努力跟党走, 牢记 “五爱冶, 养成好思想、 好品行, 时刻准备着

为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未来努力奋斗的殷切期望, 要求各级少先队

组织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年儿童组织发展道路, 扎实开展组织教

育、 自主教育、 实践活动, 把广大少年儿童团结好、 教育好、 带

领好, 要求共青团要履行全团带队职责, 带领支持少先队创造性

开展工作。

各级共青团、 少先队组织要深刻认识党中央祝词对于少年儿

童健康成长、 对于少先队工作和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 认真

组织广大少先队员、 少先队辅导员、 团干部和少先队工作者学习

宣传贯彻祝词精神。 要把学习贯彻祝词精神, 与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接见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进一步增强做好党的少年儿童工作的责

任感、 使命感。 要普遍开展行之有效的宣传活动, 发挥好各级共

青团、 少先队组织和所属媒体的作用, 帮助广大少先队员、 少先

队辅导员、 团干部和少先队工作者理解祝词的深刻内涵, 结合自

己的实际和本地实际, 落实好祝词的希望和要求。 要通过坚持不

懈的努力, 教育引导全国各族少年儿童按照党的要求健康成长,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好全面准备, 推动少先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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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着为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未来接力奋斗

———在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2015 年 6 月 1 日)

李 源 潮

少先队员小朋友们、 同志们: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在这个属于小朋友的特殊节日里,

中国少年先锋队在北京隆重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前, 习

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与会代表, 对广大少年

儿童、 少先队辅导员、 少年儿童工作者提出了殷切希望, 对做好

新时期少先队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各族少

年儿童提出了从小学习做人、 从小学习立志、 从小学习创造的要

求, 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少年儿童的

格外关怀和对少先队工作的高度重视,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贯

彻落实。 在大会开幕之际, 我受党中央委托, 向大会的召开表示

热烈的祝贺! 向全国各族少年儿童表示节日的问候! 向全国少先

队辅导员和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少先队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亲手创建的。 60 多年来,

在党的领导和共青团的带领下, 在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支持下,

少先队为促进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 第六次全国少代会以来, 少先队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 适应时代要求, 落实 “立德树人冶 的任务, 广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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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领巾心向党冶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冶 “核心价值观记心中冶 主

题教育和 “争当美德小达人冶 “各族少年手拉手冶 等活动, 推进

少先队活动课程、 辅导员队伍、 少先队学科和理论建设, 推进少

先队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机融合, 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党中

央给予充分肯定。 广大少先队辅导员对党忠诚、 对红领巾事业充

满热爱, 用忘我精神、 辛勤汗水和聪明才智, 精心呵护着祖国幼

苗的成长, 要予以称赞和表扬。 广大少年儿童热爱祖国、 勤奋学

习、 朝气蓬勃、 追求上进, 在星星火炬的引领下全面发展、 茁壮

成长。 当代少年儿童是充满希望的一代, 少先队事业是大有前途

的事业!

少先队员小朋友们, 每个人都有梦想, 都渴望实现梦想。 习

近平总书记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

来最伟大的梦想冶 “实现我们的梦想, 靠我们这一代, 更靠下一

代冶。 实现中国梦是一场接力长跑, 你们将亲眼见证、 全程参与

这一伟大历史进程, 你们每个人都应该奋勇争先, 共同努力接好

历史的接力棒。 这里, 我向全国少年儿童提 3 点希望:

第一, 从小听党的话, 努力跟党走。

神舟飞船翱翔太空, 离不开地面指挥中心的指引。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

党就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党, 让人民生活得更好, 让小朋友们成长得更好, 是我们

党最大的心愿和始终不变的目标。 小朋友们要主动学习一些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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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历史故事, 了解党领导人民为了夺取革命胜利、 实现独立

解放付出的巨大牺牲, 了解党领导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付

出的艰苦努力, 了解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 从小热爱党、 拥护党, 听党的话、 努力跟

党走。

第二, 牢记 “五爱冶, 养成好思想、 好品行。

要爱祖国。 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小朋友们就像小树, 祖

国就像大地母亲, 小树因为大地的滋养而蓬勃生长, 大地因为小

树的活力而充满生机。 希望你们从小热爱自己的家乡, 热爱祖国

的大好河山, 了解祖国发展的历史,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增强民

族自尊心、 自信心、 自豪感, 立志长大后报效祖国、 保卫祖国,

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要爱人民。 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 我们的父母长辈、 老师

同学、 邻居朋友, 还有各行各业的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 战

士、 干部和群众, 都是人民的一分子。 小朋友们的幸福生活, 来

自于他们的爱和付出。 希望你们从小心中有爱, 爱父母、 爱老

师、 爱同学、 爱他人, 与人为善、 对人热心、 助人为乐, 以实际

行动体现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冶 的少先队精神。 各族小朋友

要手拉手、 心相印、 同进步, 共同创造祖国的美好未来, 共同分

享人民富裕的幸福生活。

要爱劳动。 一切美好事物都要靠劳动创造, 劳动最光荣, 劳

动者最伟大。 希望小朋友们从小懂得尊重他人的劳动, 尊重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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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普通劳动者, 珍惜每一份劳动果实。 从小热爱劳动, 在劳动中

体验 “汗滴禾下土冶 的艰辛, 体验创造美好的快乐。 从小培养

自立精神, 锻炼生活能力, 学会勤俭节约, 学会独立解决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

要爱科学。 科学是智慧的化身, 知识是前进的力量。 希望你

们从小热爱学习, 既学好书本知识, 又学好课外知识, 用人类文

明的成果滋养心灵, 打好成才报国的基础。 要学习科学知识, 培

养科学精神, 激发科学创意, 爱动脑、 勤动手, 多想 “小点

子冶、 多做 “小发明冶、 多搞 “小创新冶, 让创造性思维的花朵从

小绽放。

要爱社会主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人人平等、 团结

友爱的大集体, 就像你们学习和生活的少先队组织一样。 靠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国家办成了很多大事, 取得了很大的

发展成就。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大集体的一员, 希望你们从小爱

护公共财物, 多为他人着想, 多为集体着想, 多为社会做好事,

培养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冶 的社会公德和集体主义精神, 共

同建设中华民族的美丽家园。

第三, 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未来努力奋斗。

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未来, 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 红领

巾小朋友们今天是光荣的预备队, 明天是建设祖国的生力军, 党

和人民对你们寄予厚望! 希望你们从现在做起, 把自己的 “小梦

想冶 融入民族复兴的 “大梦想冶, 从小立志、 努力学习, 将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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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新一代奋斗者!

少先队是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群众组织, 是少年儿童思想品

德教育和精神素质培养的大学校,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

略预备队。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人, 始终是少先队的根本任务。 希望各级少先队组织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少年儿童组织发展道路, 扎实开展组织教育、 自主教

育、 实践活动, 把广大少年儿童团结好、 教育好、 带领好。 要深

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启蒙教育, 搞好党、 团、 队相

衔接的组织意识教育, 引导少年儿童立志向、 有梦想, 从小心向

党、 心向社会主义祖国。 深入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活动, 以 “五爱冶 为基本内容, 增强民族传承性、 时代进步

性、 教育针对性、 思想有效性, 引导少年儿童记住要求、 心有榜

样、 从小做起、 接受帮助,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孩子

们心中生根发芽。 要加强少先队网上引导工作, 让孩子们从小培

育好习惯, 识别、 选择和传播网上正能量。 进一步发挥少年儿童

自主性和创造性, 活跃少先队活动, 努力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 有一个快乐、 难忘、 健康成长的童年。

少年儿童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 引导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是全

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薪火

相传的战略高度, 关心重视少先队工作, 加强领导和保障, 多为

少年儿童办好事、 办实事。 共青团要履行全团带队职责, 带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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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少先队创造性开展工作。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把少先队工作纳

入教育发展整体规划, 支持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 各中、 小学

要把少先队工作作为实现 “立德树人冶 目标的重要工作内容,

为学校少先队工作创造更好条件。 学校、 家庭和社会各界要团结

协作, 为少先队工作的开展、 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

环境。

广大少先队辅导员是少年儿童的亲密朋友和指导者, 是孩子

们人生的引路人。 希望你们学习传承老一辈少先队工作者的崇高

品格和优良作风, 热爱少先队工作, 发扬奉献精神, 提高素质能

力, 为星星火炬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少先队员小朋友们, 祖国的美好前景要靠你们创造, 人生的

美好理想要靠你们去奋斗。 希望大家牢记 “时刻准备着冶 的誓

言, 高举星星火炬, 听党的话、 跟着党走, 准备着为实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接力奋斗!

最后, 预祝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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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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