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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好 《少先队活动》 少先队员用书

深入推进少先队活动课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少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少工委:

2012 年以来, 各地中小学少先队组织运用每周 1 课时探索开

展少先队活动课, 取得积极成效。 为贯彻落实 《少先队改革方

案》 精神, 加强少先队活动课指导, 创新少先队教育和活动方

式, 增强思想性、 先进性、 自主性、 实践性, 避免成人化、 形式

化、 课堂化, 全国少工委组织少先队工作专家和各地少先队工作

者, 在采集吸收提炼各地少先队活动案例基础上, 精心编写了少

先队活动课少先队员用书 《少先队活动》, 将由中国少年儿童新

闻出版总社编辑出版, 一至八年级上册于 2017 年秋季开学前正

—1—



式发行。

为做好这套少先队员用书的使用工作, 深入推进少先队活动

课建设,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高度重视少先队活动课少先队员用书使用工作

《少先队活动》 少先队员用书贯彻党的要求, 以习近平总书

记对少年儿童的希望要求和对少先队工作的重要指示为遵循, 以

《少先队活动课程指导纲要 (试行)》 为依据, 指导中小学少先

队组织以少先队活动为基本载体, 系统、 分层地实施少先队组织

教育、 自主教育、 实践活动。

该书坚持思想性、 先进性、 自主性、 实践性, 按照分层教育的

思路, 涵盖政治启蒙、 道德养成、 成长取向、 组织意识四个方面 50

多个教育单元, 突出少先队员主体地位和实践体验特色, 发挥少先

队员自主作用, 避免课堂化。 注重少先队活动与雏鹰奖章体系相融

合。 保持开放性, 便于各地少先队组织和少先队员、 辅导员发挥创

造性, 自主开展具有地方特色和校本特色的少先队活动。

该书在编辑过程中, 吸收了多个省份编写省级少先队活动课

指导用书的经验, 汇集了少先队工作专家、 基础教育工作者、 一

线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意见建议。

各级少工委要结合深入实施少先队活动课, 高度重视 《少先

队活动》 的宣传和使用, 积极做好推广、 实施、 示范工作。

二、 示范带动, 做好 《少先队活动》 推广、 实施工作

1. 请各省级少工委精心选择, 从各级红领巾示范校、 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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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 少先队先进集体所在学校等确定 5 所及以上小学、 2 所及

以上中学为 《少先队活动》 实施示范校, 根据 《少先队活动》

系统开展少先队活动课。

采购 《少先队活动》 费用,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条

件好的地区实施示范校, 请省级少工委协调争取教育部门、 党政

有关部门支持或在学校公用经费中列支, 或通过其他社会途径帮

助解决, 不得向少先队员收费。 坚持学校自愿原则, 不得摊派和

增加基层负担。

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实施示范校, 如当地教育部门、 党政有关

部门或学校公用经费列支有困难, 可由省级少工委报全国少工委

办公室申请支持,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会同省级少工委争取资金帮

助解决 2017 年秋季学期用书。

2. 请尚未出版发行本省份少先队活动课指导用书的省份,

申报 1 个及以上区县 (或地市) 作为 《少先队活动》 实施示范

区, 推动该区县 (或地市) 中小学根据 《少先队活动》 系统开

展少先队活动课。 请省级少工委协调争取实施示范区党政领导、

教育部门、 财政部门支持, 通过财政、 教育专项或学校公用经费

列支、 社会支持等途径, 集中购置使用 《少先队活动》。

3.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各省级少工委要对 《少先队活动》

实施示范校和实施示范区进行重点联系和指导, 并组织示范校少

先队大队辅导员和示范区少工委负责同志进行集中培训。 对于实

施效果好的学校,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将安排少先队媒体深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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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将优质活动课拍摄制作成案例视频进行推广宣传, 各省级少

工委也要组织省份内少先队工作者现场观摩和学习。

4.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将通过中国少先队网和全国少工委办

公室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 对 《少先队活动》 总体情况和

精品案例进行宣传, 请各省级少工委配合做好宣传工作, 让更多

的少先队工作者和学校校长、 书记、 大中队辅导员了解 《少先队

活动》, 通过学习、 借鉴、 创新, 更好地系统、 分层地实施少先

队活动课。

已出版发行地方少先队活动课指导用书的省份, 请结合当地

情况, 总结经验, 研究分析, 在地方少先队活动课指导用书再版

过程中, 充分吸收 《少先队活动》 编写理念和优秀案例。

还未出版发行地方少先队活动课指导用书的省份, 鼓励省级

少工委争取省级教育部门支持, 争取将 《少先队活动》 的采购、

推广列入 2018 年省级教育经费预算, 或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

版总社, 将 《少先队活动》 结合地域特点, 编为地方少先队活

动课指导用书, 在全省份普及推广。

请各省级少工委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 填写 《 掖少先队活

动业 实施示范校、 实施示范区申报表》 (附件 1), 以邮件形式报

送至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将本省份 《 掖少先队活动业 (少先队员

用书) 回执》 (附件 2) 汇总后, 以邮件形式报送至中国少年儿

童新闻出版总社少先队读物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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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联系人: 雷智颖

电摇 话: (010) 85212071摇 85212357

邮摇 箱: xcjyc1106@ 163. com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少先队读物出版中心

联系人: 卢摇 珂

电摇 话: (010) 57526420摇 13718082980

邮摇 箱: luke@ ccppg. com. cn

附件: 1. 《少先队活动》 实施示范校、 实施示范区申报表

2. 《少先队活动》 (少先队员用书) 回执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25 日

—5—







摇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25 日印发

(共印 15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