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先队全国工作委员会文件
中少发 也2017页 7 号

关于大力发动全国中小学少先队组织

积极开展 “动感中队冶 创建活动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少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少工委:

根据团中央、 教育部、 全国少工委联合印发的 《少先队改革

方案》 部署, 为充分调动和激发全国各地中小学少先队基层组织

特别是中队集体活力, 改革创新少先队教育和活动方式, 创新少

先队基层组织建设, 激发广大少先队员自信自强、 创新创造精

神, 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和小主人意识, 增强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

组织归属感, 增强少先队集体的吸引力、 凝聚力, 服务引领广大

少先队员快乐生活、 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 展现新时期少先队中

队风采和当代少先队员朝气蓬勃、 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 决定在

全国各地中小学少先队组织中普遍开展 “动感中队冶 创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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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动时间

2017 年 4 月起, 长期坚持

二、 参加范围

全国各地中小学少先队中队集体

三、 活动主题

动感中队, 活力无限

四、 主要活动内容和方式

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代少年儿童提出的 “立志向、 有

梦想冶 “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冶 “从小学习做人、 从小

学习立志、 从小学习创造冶 等一系列希望和嘱托, 充分发挥少先

队组织教育、 自主教育、 实践活动的特点和优势, 坚持少先队思

想性、 先进性、 自主性、 实践性, 全队动员, 全员参加, 人人可

为, 常态可为, 普遍开展主题鲜明、 生动活泼、 丰富多彩的群众

性少先队集体活动, 共同创建自主、 平等、 友爱、 向上的少先队

中队集体。

(一) 建立健全中队设置

根据 《队章》 要求, 在全国各地每一所小学 1—6 年级和初

中 1、 2 年级, 在少先队大队的领导下, 以班级为主要依托, 建

立健全少先队中队。 中队在辅导员指导下, 队员民主选举设置中

队委员会。 中队由两个以上的小队组成。 配齐用好中队红领巾、

队旗、 队徽、 队委标志等标志标识。 在教室等中队活动场所显著

体现少先队组织文化内容和元素。 配齐建好中队园地和实践活动

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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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力开展 “五小冶 活动

1. “红领巾小健将冶 足球和体育游戏活动。 发动全体队员根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足球等一项或多项体育活动, 根据多数队

员意愿组建体育活动小队、 红领巾小社团, 自己起名字、 画 LOGO、

定口号、 做游戏、 搞比赛, 自主开展中队、 小队集体之间的友谊

赛、 游戏节, 自主开展红领巾小社团之间的成果展。 通过活动,

锻炼少先队员体魄, 培养坚韧顽强的意志品质, 增强团队协作

能力。

2. “红领巾小百灵冶 歌咏活动。 发动全体队员学好歌、 唱好

歌, 向自己的老师、 爸爸妈妈和长辈学唱红色歌曲, 传唱儿童歌

曲, 吟唱传统歌曲, 鼓励自主创编新歌, 从中汲取营养、 获得熏

陶, 歌唱美好生活, 歌唱快乐童年。 鼓励以中队、 小队和红领巾

小社团等方式, 在集体里自主学歌、 练歌、 唱歌、 写歌, 在课堂

内外、 校园内外交流展示自己的成果和收获, 唱响红领巾之歌。

3. “红领巾小书虫冶 读书活动。 发动全体队员多读书、 读好

书, 多读红色经典、 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图书, 多读历

史故事和英雄人物故事, 多读优秀的文学艺术、 自然科学等各方

面图书, 从中认识党的历史、 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培养对党和社

会主义祖国的朴素感情, 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开阔视野, 增长

知识, 提高素质。 鼓励中队集体自主创造性开展故事汇、 图书推

荐、 阅读分享、 经典诵读、 情景表演、 好书漂流等各种形式的读

书活动。

4. “红领巾小创客冶 创新创意创造活动。 发动全体队员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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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树立自信心, 认识人人可以创造、 处处可以创造, 培养崇尚科

学、 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 根据不同年龄段少先队员的特点,

大力开展创意儿童画、 小发现、 小制作、 小设计、 小课题、 小观

察等创新创意创造比赛和成果展示活动。 鼓励少先队员在家长和

老师的指导下, 在自己生活和学习的方方面面, 根据学到的知识

和技能, 开动脑筋、 积极探索, 打开通向科学和未来的窗口, 培

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5. “红领巾小主人冶 岗位服务活动。 动员中队委员会根据集

体建设需要和队员具体需求, 在中队里设立多种多样的、 集体需

要和队员喜欢的中队服务岗位, 自主上岗、 定期轮岗、 相互评

岗, 在互相帮助中共同健康成长。 倾听每一名队员的心声, 关心

每一名队员的成长, 发挥每一名队员的作用, 培养和增强队员的

小主人意识和服务精神。

全国各地中小学每一个少先队中队, 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

利用每周 1 课时的少先队活动时间、 课间、 课后、 课外、 节假日

时间, 在校园内外积极开展以上活动。 以上 5 项活动, 每个中队

每学期就其中 2 项或 2 项以上至少各开展 1 次。 在此基础上, 可

以创造性地开展各种健康有益、 积极向上、 特色鲜明、 形式灵

活、 队员喜欢的中队活动。 充分发挥雏鹰奖章的激励作用。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结合自身实际, 组织队员在辅导员和家长

的带领、 帮助下, 以集体的形式, 走出教室、 走向校园、 走进社

区、 走向社会, 开展 “小小志愿者冶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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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17 年推进步骤

(一) 宣传发动阶段

今年 4 月到 “六一冶 前, 各级少先队组织全面发动, 快速通

过组织渠道, 积极运用网络新媒体手段, 通过下发活动文件和创

造性地发布活动启事、 图说图解、 海报、 红领巾广播站和宣传栏

宣传等各种有效方式, 将这项活动普遍动员到基层少先队组织,

大力发动中队响应、 队员积极参与。

(二) 持续深化阶段

今年 “六一冶 期间、 本学期内、 暑期和秋季新学年第一学

期, 各地基层中小学少先队组织根据活动主要内容, 积极创造性

开展活动。 各地少先队报刊网站和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积极宣传

基层活动情况, 选树先进典型, 展示集体风采。

全国少工委在中国少年先锋队网、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微信公

众号、 “中国红领巾冶 微信公众号、 全国队报队刊、 未来网 “红

领巾集结号冶 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 建立全国 “动感中队冶 展

示平台, 开设专栏和专题, 展示各地涌现出的 “动感中队故事冶

“动感中队瞬间冶 “动感中队铭言冶 “动感中队标识冶 等, 宣传优

秀中队集体和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支持 “动感中队冶 建设的优

秀中小学校长、 好家长等。

1. “我们的动感中队故事冶 征文大赛

中队集体或个人将 “动感中队冶 创建过程中真实生动的想

法做法、 精彩活动、 感人故事、 心得体会等写成文章, 长短不

限, 投稿到全国各级队报队刊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鼓励配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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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图片。

全国性队报队刊联系方式:

地摇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丙 12 号宝钢大厦

邮摇 编: 100022

《中国少年报》

联系人: 金丽莉

电摇 话: 010-57526515

《中国儿童报》

联系人: 苑楚楚

电摇 话: 010-57526492

《中国中学生报》

联系人: 李摇 明

电摇 话: 010-57526505

《辅导员》 杂志

联系人: 常摇 江

电摇 话: 010-57526517

《中国少年儿童》 杂志

联系人: 郑丽雪

电摇 话: 010-57526405

《少先队小干部》 杂志

联系人: 叶子健

电摇 话: 010-57526297

中国少年先锋队网: 61. gqt. org. cn( zgsxd. k618.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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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冶 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 qgsgwbgs

二维码:

联系人: 郑摇 晨

电摇 话: 010-85212352

2. “我们的动感中队瞬间冶 展示活动

中队集体或个人将记录 “动感中队冶 创建过程点滴、 展现

集体形象和队员风采的儿童画、 照片、 短视频、 微电影等上传到

未来网 “红领巾集结号冶 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活动专区。

未来网红领巾集结号网址: jjh. k618. cn

微信号: honglingjinjijiehao

二维码:

联系人: 吴摇 晨

电摇 话: 010-57380513

3. “我们的动感中队铭言冶 征集活动

中队集体或个人将 “动感中队冶 创建过程中凝聚队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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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中队特色的铭言、 口号等上传到 “中国红领巾冶 微信公众

号活动专区。

“中国红领巾冶 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 zghlj1013

二维码:

联系人: 郎继霞

电摇 话: 010-57526307

4. “我们的动感中队冶 标识设计大赛

中队集体或个人将 “动感中队冶 创建过程中为中队集体、

红领巾小社团、 兴趣小组等自主设计的标识、 LOGO 等上传到

“中国红领巾冶 微信公众号活动专区。

“中国红领巾冶 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 zghlj1013

二维码:

联系人: 郎继霞

电摇 话: 010-5752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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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果展示阶段

今年 “十一三冶 少先队建队 68 周年纪念日期间, 全国少工

委将线上线下相结合, 举办全国 “动感中队冶 风采展。 今年

“动感中队冶 创建情况纳入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评选。 今年年底

前, 全国少工委将命名 10000 个全国优秀 “动感中队冶。

六、 活动要求

1. 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 “动感中队冶 创建活动是落实少先

队改革要求、 改革创新少先队教育和活动方式、 实施 “活力工

程冶、 加强少先队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载体。 各级少工委要高度

重视, 切实加强对创建活动的领导, 结合自身实际, 精心安排部

署, 注重思想引导, 激励基层活力,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2. 全员发动, 普遍参与。 各级少先队组织要面向少先队组

织系统和社会做好宣传和发动, 逐步将活动推广到每一所中小

学, 深入挖掘、 广泛宣传中队集体有特色、 有亮点、 成效好的活

动成果, 及时通过微信、 微博、 网站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和

发动。

3. 做好宣传, 营造氛围。 各地中小学少先队组织要通过板

报、 橱窗、 走廊、 广播站、 园地、 中队角等阵地, 让少先队员和

辅导员明确活动目标, 了解活动内容, 创新活动形式, 丰富活动

载体, 充分展现中队集体形象和队员风采, 营造浓厚的创建

氛围。

4. 充分交流, 持续推进。 各级少工委要充分利用网络活动

平台、 活动微信群等新媒体做好线上展示, 利用 “六一冶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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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冶、 寒暑假等节点, 开展 “动感中队冶 创建活动的展示、 交流

活动和夏冬令营、 阶段性成果展示交流活动等, 制作推广一大批

文化艺术产品。 要通过组织动员和大力宣传, 推动 “动感中队冶

创建活动长期深入开展。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 雷智颖摇 郑摇 晨

电摇 话: 010-85212352摇 85212071

全国少工委

2017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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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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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1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