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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摇 全国少工委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

大陈岛老垦荒队员后代回信精神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团委、 少工委,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

局青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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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团委、 少工委:

5 月 30 日, “六一冶 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

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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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12 名小学生回信, 祝他们节日快乐,

祝全国小朋友节日快乐。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情深意切, 语重心

长, 内涵深刻, 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 各

级共青团、 少先队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切实抓紧抓好。

一、 教育引导全国少先队员和广大团干部、 少先队工作者深

切感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关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三年 “六一冶 参加少

先队活动, 和小朋友们亲切交流, 提出殷切希望, 今年又在 “六

一冶 前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后代回信,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于培育党和人民事业接班人的高度重视, 对

于做好新形势下党的少年儿童工作,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共青

团组织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少先队组织作为党领导的少年儿

童群众组织、 党和人民事业的预备队, 肩负着重要责任。 各级共

青团组织要带领少先队牢牢把握组织属性, 团结广大少先队员深

切感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 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始终听

党的话, 跟党走。

二、 教育引导全国少先队员和广大团干部、 少先队工作者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的丰富内涵

回信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0 年前, 你们的爷爷奶奶远

离家乡, 登上大陈岛垦荒创业, 用青春和汗水培育了艰苦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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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发图强、 无私奉献、 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 正如你们所说, 他

们是最可敬的人。冶 回信充分肯定了上世纪 50 年代老垦荒队员高

尚的精神追求和宝贵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你们在信中表示, 你们是老垦荒队员

的后代, 决心牢记爷爷奶奶当年的奋斗精神, 好好学习, 砥砺品

格, 长大后报效祖国和人民, 我感到很欣慰。 希望你们向爷爷奶

奶学习, 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努力成长为有知识、 有

品德、 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 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冶 这既是对大陈岛老垦荒队员后代立志继承

老一辈光荣传统的充分肯定, 更是对全国亿万少年儿童沿着正确

的方向健康成长的殷切希望和嘱托。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回信精神的丰富内涵, 与总书记对少年儿

童的希望和要求是一脉相承的。 总书记希望少年儿童 “从小学习

做人、 从小学习立志、 从小学习创造冶, 希望少年儿童 “立志

向、 有梦想, 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冶,

希望少年儿童 “记住要求、 心有榜样、 从小做起、 接受帮助冶,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次回信希望少年儿童 “热爱

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努力成长为有知识、 有品德、 有作为

的新一代建设者, 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力量。冶

要系统学习和领会总书记的一系列希望和要求, 教育引导广

大少先队员确立正确的成长方向, 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工作者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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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正确的教育方向。

三、 大力开展丰富多样的学习宣传活动, 把习近平总书记回

信精神转化为少先队员和广大团干部、 少先队工作者自觉的思想

认识和实际行动

要开展好各级共青团、 少先队组织的学习。 团的各级领导机

关、 团干部、 少先队工作者要带头学习, 要原原本本、 逐字逐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后代回信, 结合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少年

和共青团工作重要讲话、 指示、 信件。 要组织好广大少先队辅导

员、 少先队工作者的学习。 通过学习会、 座谈会、 专题培训等方

式, 帮助少先队辅导员、 少先队工作者加深认识理解。 要把学习

回信精神纳入少先队工作者、 少先队辅导员培训的核心内容, 加

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要组织好面向广大少先队员的学习宣传。 牢牢把握本质内

涵, 积极创新方式方法, 通过少先队组织教育、 自主教育、 实践

活动, 通过少先队活动课、 主题队日、 主题队会等方式, 通过红

领巾广播站、 电视台、 宣传栏、 电子屏、 海报、 黑板报、 手抄报

等载体, 通过形式多样的少儿文艺作品和少先队报刊网站、 新媒

体应用, 通过时代感强、 少年儿童喜欢的各种方式, 帮助少先队

员了解回信精神, 牢记殷切希望, 把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关

怀和希望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地传播到广大少先队员心中。

各地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情况, 请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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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习近平总书记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的后代、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12 名小学生的回信

张婧怡等小朋友:

你们好! 看了你们的来信, 我想起了 10 年前的大陈岛之行,

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 60 年前, 你们的爷

爷奶奶远离家乡, 登上大陈岛垦荒创业, 用青春和汗水培育了艰

苦创业、 奋发图强、 无私奉献、 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 正如你们

所说, 他们是最可敬的人。 请代我向你们的爷爷奶奶、 乡亲们

问好。

你们在信中表示, 你们是老垦荒队员的后代, 决心牢记爷爷

奶奶当年的奋斗精神, 好好学习, 砥砺品格, 长大后报效祖国和

人民, 我感到很欣慰。 希望你们向爷爷奶奶学习, 热爱党、 热爱

祖国、 热爱人民, 努力成长为有知识、 有品德、 有作为的新一代

建设者, 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六一冶 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 我祝你们节日快乐, 祝全国

小朋友节日快乐。

习 近 平

2016 年 5 月 30 日

(新华社北京 5 月 3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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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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6 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