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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少工委关于全队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少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少工委:

为深入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决定》, 遵照 《共青团中央关于全团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通知》 部署, 结合少先队实际, 就认真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工作通知如下。

一、 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意义, 全

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大会在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时刻

召开, 主题鲜明, 高举旗帜, 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党和国家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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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等重大政治判断,

高位擘画了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和基本方略, 科学作出了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战略部署, 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最为重要的是确立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具有十分重大

的政治意义、 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是少先队全队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少先队是党创立和领导的少年儿童

群众组织, 担负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使命任

务。 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才能更好在共青团带领

下,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团结引领广大少年儿童听党的话,

跟党走,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重点是组织好全体少先队工作干

部和少先队辅导员的学习, 必须从原原本本学习原文做起, 坚持

全面准确。 要认真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 着重把握好中央

要求的 10 个方面, 把着力点聚焦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上, 聚焦到 5 年来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革上, 聚焦到作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

政治论断的深远影响上, 聚焦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的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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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上, 聚焦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深

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拥护和信赖的领导集体上, 聚焦到习近平总

书记是全党拥护、 人民爱戴、 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上。

各级少先队组织要着力突出成就教育和情感教育, 坚持形象

化、 情感化、 榜样化宣传, 用孩子们听得懂、 记得住的语言和具

体、 直观、 生动的方式, 向少先队员讲解好党的十九大总的精

神, 讲好新成就、 新目标, 增强学习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 力戒

成人化。 重点突出让少先队员们深刻感受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领

袖的风采风范, 深刻感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少年儿

童的关爱关怀, 深刻感受党和国家发展的美好前景。

二、 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抓好党的

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

各级少工委和全体少先队工作者要按照全团统一部署, 自觉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紧紧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

一历史机遇, 迎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带来的挑战, 坚定

不移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

践、 推进工作、 深化改革。 要立足自身实际, 深入学习领悟掌握

精髓要义,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要坚定不移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少

先队事业的发展。 将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学习 《习近平关于青

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 紧密结合, 真正学深吃透习近平总

书记对少年儿童的希望和对少先队工作的要求, 紧密结合少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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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攻坚做好工作。

要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发生重大变化, 牢牢把握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的战略使命。 从少先队工作角度, 要敏锐理解这两个重大论断的

科学内涵和指导意义, 学思践悟习近平少年儿童工作思想, 深入

研究和以行动回答培养什么样的时代新人、 怎样培养时代新人的

重大课题。

要深刻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未来发

展蓝图和战略部署, 发挥少先队独特优势, 更加自觉地把少先队

工作融入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 促进学校少先队工作与

学校教育教学紧密结合, 服务引领亿万少年儿童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要深刻理解新时代党的建设新要求, 注重与党的建设的新要

求相衔接、 相匹配, 更好地在新时代坚持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

导, 坚持以少先队员为中心开展工作, 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和少

先队组织活力, 真正为党、 团、 队政治意识衔接扣好第一粒扣

子, 担当好少先队组织应该担当的职责。

三、 组织少先队员开展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冶 主题活动

从现在起和今后一个时期, 各级少先队组织要充分发挥组织

教育、 自主教育、 实践活动特点, 动员各地中小学基层少先队组

织和广大少先队员积极开展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冶 主题活动,

服务引领亿万少年儿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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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着。 当前, 重点把握好以下活动内容。

“党的十九大精神我知道冶。 要发动少先队辅导员根据中小

学不同年龄段的少先队员特点, 深入浅出、 生动活泼地向少先队

员讲解党的十九大精神。 组织引导少先队员通过少先队活动课、

少先队报刊、 网络新媒体、 电视、 广播等, 主动向老师和家长了

解党的十九大主要成果, 自己去寻访体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

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学习了解新目标, 利用少先队活动课时

间, 通过主题队会和小伙伴分享交流, 增进对习近平爷爷作为党

的核心和领袖的了解和爱戴, 增进对党的了解和朴素感情, 增进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了解和憧憬。

“习爷爷的教导记心间冶。 通过海报、 动漫、 童谣、 歌曲等

一系列文化产品和红领巾广播站、 电视台、 中队园地等, 引导少

先队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先队员提出的一系列希望和对

少先队组织的要求。 结合学习习爷爷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故事, 牢

牢记住并认真践行习爷爷的教导, “从小学习做人、 从小学习立

志、 从小学习创造冶,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光

荣感和组织归属感, 为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好

全面准备。

“好队员在行动冶。 动员少先队员积极参加创建 “动感中

队冶、 红领巾 “创未来冶 创新创意创造活动、 “小小志愿者冶 活

动和红领巾奖章争章、 手拉手、 少年军校等实践体验活动, 体验

党的伟大, 感受新时代的美好, 建立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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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憧憬和向

往。 发挥少先队集体的作用, 帮助每一名队员确定自己的目标,

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好队员行动计划, 自觉认知新时代, 热爱新时

代, 拥抱新时代, 从争当 “红领巾小健将冶 “红领巾小百灵冶

“红领巾小书虫冶 “红领巾小创客冶 “红领巾小主人冶 做起, 人人

争做新时代的好队员。

四、 动员全体少先队工作干部和少先队辅导员切实 “学懂、

弄通、 做实冶

各级少工委要加强组织领导, 通过专题宣讲、 集体学习、 培

训、 研讨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帮助全体少先队工作干部和少

先队辅导员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真正做到 “学

懂、 弄通、 做实冶, 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冶, 坚定 “四个自信冶。

原原本本学原文。 要原原本本、 逐字逐句研读党的十九大报

告和党章等重要文件, 原文研读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

作论述摘编》, 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希望和对少

先队工作的要求, 开展专题学习研讨, 掌握精髓要义。 少先队工

作干部要带头学习, 每人都要撰写学习心得。

扎扎实实做宣传。 全体少先队工作干部要结合到中小学 “驻

校蹲点冶 开展宣讲, 每名干部至少要到 1 所小学、 中学向少先队

辅导员宣讲, 用生动活泼的方式向少先队员介绍党的十九大。 各

级少工委要组织动员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在自己认真学习的基础

上, 面向本校全体中队辅导员宣讲; 组织动员大队、 中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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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少先队员认知特点, 创新方式开展宣讲。 各级少先队报刊网

站新媒体都要根据自身实际, 向少先队员和辅导员宣传好党的十

九大精神。 各级少工委和基层中小学少先队组织要围绕宣传党的

十九大精神, 大力创作推广好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特别是

新媒体文化产品。

认认真真抓改革。 自觉用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少先队改革,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少年儿童的希望和少先队工作的要求, 围绕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使命任务, 夯实少先队组织建设, 以自我革

新、 只争朝夕、 勇于担当的精神深化改革攻坚, 纵深推进少先队

改革方案在各市、 县、 中小学扎实落实。

各地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情况要及时报全国少工

委。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各项重点工作, 将根据全团部署持续

安排。

全国少工委

2017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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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