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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入开展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冶

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少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少工委: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少先队建队 70 周年。 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少年儿童的殷切希望和要求, 发

挥少先队实践育人的独特功能, 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员积极投身

校内外实践, 从小学习做人、 从小学习立志、 从小学习创造, 从

小事做起, 从身边做起, 努力争做新时代的好队员, 用实际行动

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全国少工委决定今年 “六一冶 起,

各地少先队组织普遍开展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冶 主题实践活动。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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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二、 活动内容

1. “习爷爷教导记心中冶 学习宣传。 发动中小学少先队大

队、 中队辅导员, 特别是调动队员们自己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

造性, 通过每周 1 课时的少先队活动课、 红领巾广播、 校园宣传

栏、 教室黑板报、 中队宣传园地和队报、 刊、 网、 微等, 根据中

小学不同年龄段少先队员的特点, 讲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爷

爷的希望和要求, 把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大道理转化为孩子

们能够理解的小道理, 把习近平总书记工作和成长的点滴转化为

启发孩子们心灵的生动小故事。

每个中队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 组织队员们开展主题队会、

分享汇, 帮助队员们牢记和践行习爷爷的教导。

2. “我是小小追梦人冶 实践体验。 发动每一名队员在学校少

先队组织带领下,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制定具体的实践计划,

从校园生活、 家庭生活、 社会生活和网络生活的各个方面, 积极

参加红色基因充沛、 正能量盎然、 时代感强、 生活气息浓厚的实

践体验活动, 帮助少先队员和少先队集体寻找一个岗位、 体验一

个角色、 获得一种感受、 明白一个道理、 养成一种品质、 学会一

种本领, 开阔眼界, 在实践中成长。

抓住 “六一冶、 “七一冶、 “八一冶、 “十一冶 和烈士纪念日、

国家公祭日等重要节日纪念日, 因地制宜集中开展主题实践体验

活动, 在辅导员老师和担任校外辅导员的家长带领下, 到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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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方方面面去实践体验。 在校内发动队员帮助老师、 教职工开

展日常工作, 为同学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在校外开展有组

织、 有激励的小考察、 小调查、 小发现、 小岗位、 小体验活动,

到所在社区 (村居) 报到, 开展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

暑假期间, 发动各地少先队组织开展各族少年手拉手、 情暖

童心等夏令营, 通过形式多样的参观学习、 实地体验、 交流分享

等活动, 使广大少先队员接受生动的国情教育和组织教育, 引导

队员们充分感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发展的艰辛历程和伟大成

就, 从小感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

年底, 全国少工委将集中展示各地一线优秀活动成果。

3. 集中举行主题队日。 “六一冶、 “十一三冶 期间, 全国各

地中小学少先队要集中开展各种红领巾实践体验活动。

在校内, 请进来。 广泛聘请优秀校友、 家长和不同职业先进

人物中的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 团员担任少先队辅导员, 开展榜

样教育和模拟职业体验活动, 引导少先队员在学习榜样和职业体

验中了解社会, 感恩师长, 为实现自己的小小梦想不断努力, 将

小我融入大我, 立下敢于有梦、 勇于追梦、 勤于圆梦, 与祖国发

展同心同向的理想和志向。

在校外, 走出去。 通过红领巾寻访、 研学、 参观、 实践体验

等形式, 组织队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创新

创造企业、 科研单位、 工厂、 农村、 军队、 展览馆、 科技馆、 博

物馆等, 围绕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 “五位一体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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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题目, 发动队员们通过观察、 聆听、 寻找、 讲述、 分享, 走

进党史、 近现代史、 新中国历史, 了解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改

革开放以来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成就。

小学少先队组织在队前教育基础上, “六一冶 期间在红色教

育地点集中举行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活动, 教育队员从小学习

了解党、 团、 队的关系, 认识理解红领巾的含义。 鼓励基层少先

队组织通过爱党爱国歌曲联唱、 与国旗合影、 少先队基本知识和

标志礼仪学习教育、 主题队会、 讲故事、 实践体验分享汇等形

式, 组织队员交流讨论, 相互激励、 共同提高。

4. 积极开展红领巾争章。 鼓励中小学少先队组织以大、 中

队为单位, 设置各具特色的红领巾奖章、 展示屏、 活动册等, 记

录队员在学习感悟、 岗位实践中的每一次成长进步, 充分发挥自

我教育、 同伴教育作用, 发动队员在辅导员老师的指导下开展自

我评价和相互评价, 比一比志气、 晒一晒行动、 说一说收获, 引

导队员探索梦想、 坚持梦想, 发现自己的不足和缺点, 虚心接受

批评帮助, 共同建设自主、 平等、 友爱、 向上的大中小队集体。

发动家长共同参与, 为孩子的成长加油鼓劲。

鼓励各级少工委积极探索开展争章活动, 根据地方实际和校

本特点, 自主设计特色奖章、 争章程序, 定期开展少先队颁章仪

式。 鼓励中小学少先队组织将争章情况纳入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手册, 建立对少先队员阶梯上升、 分层递进的评价激励机制。

三、 少先队员实践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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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下一个梦想。 发动队员自己了解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

标, 认识和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 了解

国家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发展战略, 制

定人生理想和职业目标, 将自己的小梦想融入中国梦的大追求。

2. 树立一个榜样。 发动队员在成长路上树立自己的榜样,

可以是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进程中革命先烈、 改革先锋、 时代

楷模、 劳动模范、 先进人物, 也可以是身边值得学习的各行各业

的劳动者, 了解榜样的事迹、 付出的努力、 克服的困难、 为祖国

和人民做出的贡献, 学习榜样宝贵的精神品格。

3. 制定一个计划。 发动队员在辅导员老师和小伙伴的帮助

下, 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要求, 制定自己的争章计

划, 明确近期、 远期的努力目标, 在少先队组织、 少先队辅导

员、 家长监督帮助下, 持之以恒按计划推进。

4. 开展一组行动。 发动队员对标目标和计划, 积极投身校

园实践、 家庭实践、 社会实践, 体验和了解法治和社会规则, 学

习有序参与, 逐步增强一个个大信心、 改掉一个个小缺点、 培养

一个个好习惯、 取得一个个小进步。 中队组织要鼓励队员将行动

晒出来, 激励队员比学赶超、 见贤思齐。

四、 媒体平台

中国少年先锋队网站、 未来网红领巾集结号及 “全国少工委

办公室冶、 “中国辅导员冶、 “中国红领巾冶、 “红领巾集结号冶 微

信公众号开设专栏, 鼓励少先队辅导员、 少先队员将活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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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感悟等内容上传分享。 优秀作品创作者将有机会受邀请进京

参加纪念少先队建队 70 周年活动。 主题鲜明的精彩案例和典型

做法将集结成册, 制作微视频等集中展示、 广泛宣传。

五、 有关要求

1. 突出实践导向, 鼓励创新创造。 切实发挥县区级少工委

的统筹宣传发动作用, 以县区为整体, 面向每一所中小学和每一

个青少年校外活动阵地, 吸收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公益力量, 根

据少年儿童的时代特征和身心发展规律, 主动为少先队员创设实

践条件。 要坚持面向每一名少先队员, 在实践中发挥队员们自己

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要积极动员家长支持、 参与和提供

公益保障。

2. 注重仪式熏陶, 发挥特殊功能。 要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

节日纪念日, 持续开展主题队日、 主题队会等仪式感强的教育活

动, 让队员在神圣、 庄重的仪式氛围中受教育、 受熏陶, 充分展

现广大队员对党的感恩、 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及时进行思想引导, 在少年儿童中唱响 “我和祖国共成长冶

的强音。

3. 强化文化育人, 注重内容供给。 各级少工委要推出儿童

化、 形象化的图文、 微视频等文化产品, 通过报、 刊、 网、 端、

微等各种媒体形态, 讲好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常识, 讲好

学习党、 团、 队和红领巾的故事。 在主流媒体、 队报队刊网站微

信推出专栏系列推广宣传。 线上线下结合, 开展少先队活动,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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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图文故事、 音视频、 绘画征集活动。

各省 (区、 市)、 地 (市、 州、 盟)、 县 (市、 区、 旗) 少

工委都要做好内容供给, 至少分别通过微信公众号、 微信群、 抖

音等新媒体, 向学校少先队组织推荐 1 个质量好的相关文化产

品, 供基层少先队组织选用。

各地开展活动情况请及时报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提供报、

刊、 网、 端、 微报道。

附: 全国队报队刊网站微信公众号联系方式

全国少工委

2019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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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队报队刊网站微信公众号联系方式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冶 微信公众号

联系人: 牛晓乐

电摇 话: 15201155201

邮摇 箱: sxdtougao@ 163. com

“中国红领巾冶 微信公众号

联系人: 金丽莉

电摇 话: 010-57526515

邮摇 箱: zghlj1013@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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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辅导员冶 微信公众号

联系人: 吉摇 雅

电摇 话: 010-57526528

邮摇 箱: 1312214452@ qq. com

“红领巾集结号冶 微信公众号

联系人: 吴摇 晨

电摇 话: 15120036046

邮摇 箱: honglingjin1107@ 163. com

“中国少年先锋队冶 网站

网摇 址: http: / / zgsxd. k618. cn

联系人: 牛晓乐

电摇 话: 15201155201

邮摇 箱: sxdtougao@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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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网 “红领巾集结号冶 网站

网摇 址: http: / / hd. k618. cn / hdy

联系人: 李摇 玥

电摇 话: 13521362115

邮摇 箱: honglingjin1107@ 163. com

“中国少年报冶 微信公众号

联系人: 金丽莉

电摇 话: 010-57526515

邮摇 箱: 003@ ccppg. com. cn

“中国儿童报冶 微信公众号

联系人: 苑楚楚

电摇 话: 010-57526492

邮摇 箱: ertongbao@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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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学生报冶 微信公众号

联系人: 李摇 明

电摇 话: 010-57526505

邮摇 箱: liming0803@ 163. com

“中国少年儿童冶 微信公众号

联系人: 郑丽雪

电摇 话: 010-57526767

邮摇 箱: 1242366989@ qq. com

《少先队小干部》 杂志社

联系人: 李摇 萌

电摇 话: 010-57526300

邮摇 箱: 821961200@ 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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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