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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喜迎十九大———

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冶 主题活动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少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少工委:

按照全团 “青春喜迎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冶 主题宣传

教育工作总体部署, 全国少工委决定面向全国少先队员和中小学

校少先队组织, 开展 “喜迎十九大———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冶

主题活动。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活动主题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少年儿童

的关怀和希望, 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 鼓

励少年儿童围绕喜迎党的十九大, 自主表达纯真的情感和真实的

心声, 让党的关怀和领袖形象在少年儿童心中扎根, 教育引导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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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队员听党的话、 跟党走,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

刻准备着。

二、 活动内容和安排

各级少工委要指导全国各地中小学少先队组织积极参与 “喜

迎十九大———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冶 主题活动, 在 2017 年 3

月—10 月期间, 做好部署发动、 引导实践、 展示交流、 总结表

彰等工作。

1. 举行 “喜迎十九大———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冶 主题

队会

5 月 1 日前, 各地中小学少先队组织以中队为基本单位, 普

遍举行 “喜迎十九大———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冶 主题队会,

引导少先队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希望, 知晓 “喜迎

十九大———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冶 线上、 线下活动的主要内容

和参与方式, 动员少先队员普遍参与到活动之中。 鼓励少先队员

在提交 “心里话冶 之前, 开展实践体验、 寻访调查等少先队实

践活动, 深入了解祖国和家乡发展的新成就新风貌。

2. 参加 “喜迎十九大———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冶 活动

在辅导员老师的指导下, 少先队员以个人或中小队的形式,

通过多种途径向活动平台提交 “心里话冶, 形式包含网络留言、

儿童画、 自制明信片、 能展现孩子们的 “心里话冶 的照片、 微

视频等等。

在线 “心里话冶 提交时间为 3 月 20 日至 9 月 20 日。 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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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用好少先队活动课和各种少先队实践活动时间。 在暑期, 充

分结合社区、 校外、 夏令营等活动进行。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将对各类 “心里话冶 进行汇编整理, 以

电子相册、 图书、 新媒体等形式进行集中展示和汇总。

提交 “心里话冶 有三种途径:

(1) 将写有 “心里话冶 的信、 儿童画、 自制明信片等邮寄

到 《中国少年报》、 《中国儿童报》、 《中国中学生报》 《中国少

年儿童》 杂志、 《少先队小干部》 杂志、 《辅导员》 杂志;

(2) 将网络留言、 儿童画照片、 自制明信片照片、 能展现

孩子们的 “心里话冶 的照片上传到 “中国红领巾冶 微信公众号

活动专区;

(3) 将网络留言、 儿童画照片、 自制明信片照片、 能展现

孩子们的 “心里话冶 的照片、 微视频上传到未来网 “红领巾集

结号冶 网页活动专区 (视频要求: MP4 格式, 500MB 以内)。

“心里话冶 的具体内容可以为:

(1) 感受与行动。 少先队员对学习、 生活和家乡的真实感

受, 为建设更美好的祖国做好全面准备的行动。

(2) 心愿与期盼。 少先队员对自己成长进步的期盼、 小心

愿, 对祖国未来发展的祝福。

(3) 志向与梦想。 少先队员自己的志向和梦想, 自觉把个

人的梦想融入到 “中国梦冶 之中。

(4) 意见与建议。 结合实践体验活动, 对少先队组织、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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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家乡、 祖国发展得更好的意见建议。

3. 开展 “喜迎十九大———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冶 交流

6 月 30 日前, 各地中小学少先队组织要以中队为基本单位,

组织少先队员分享交流自己提交的 “心里话冶, 分享交流自己看

到的最能引起共鸣的其他小朋友提交的 “心里话冶。 少先队辅导

员通过点评交流活动, 进一步引导少先队员立志向、 有梦想, 热

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时刻准备着。

4. 组织 “喜迎十九大———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冶 网络

展示

9 月 20 日前, 各地中小学少先队组织将学校组织少先队员开

展 “喜迎十九大———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冶 的活动照片、 活

动新闻, 上传到中国少先队网专题网页和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微信

公众号活动专区, 并可同步对平台中的活动进行投票点赞, 也可

直接寄送至 《辅导员》 杂志。

活动上传时间为 3 月 20 日至 9 月 20 日。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将根据上传情况和网络互评情况, 对活动

组织突出的中小学少先队大队和县 (区) 少工委授予优秀组

织奖。

三、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全国少工委

承办单位: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少先队读物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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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未来网

媒体平台: “中国红领巾冶 微信公众号

未来网 “红领巾集结号冶 网站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冶 微信公众号

中国少先队网

中国少年报

中国儿童报

中国中学生报

中国少年儿童杂志

少先队小干部杂志

辅导员杂志

四、 活动要求

1. 高 度 重 视, 深 入 发 动。 各 级 少 工 委 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 将这项活动作为少先队喜迎党的十九大的龙头活动加以安排

部署。 要通过转发文件、 新媒体平台上发布活动启事、 举办示范

活动等方式, 尽快将活动通知传达到各中小学校少先队大队, 充

分调动基层少先队组织积极性, 动员广大少先队员广泛参与活

动。 要加强工作督导, 将这项活动纳入对各级少工委的年度考

核, 推动全队将这项活动抓出声势、 抓出成效。

2. 传递关怀, 广泛传播。 各级少工委要结合开展活动, 积

极向基层少先队组织推广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关怀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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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文化产品。 根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少先队活动的讲话,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

后代回信,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制作了相关微视频、 歌曲、 海报等

文化产品 (可从未来网、 中国少先队网下载), 各地也创作了很

多文化产品。 各级少工委要指导各中小学校少先队组织在开展

“喜迎十九大———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冶 主题队会等活动时用

好这些文化产品。

3. 做好交流, 务求实效。 各级少工委要把握工作节奏, 充

分利用五四、 六一、 七一、 八一、 十一、 十九大召开前后等重要

时间节点, 开展示范性、 交流性活动, 逐次掀起热潮, 形成整体

声势。 对活动组织有力的区县少工委和学校大、 中队进行表彰,

推动、 鼓励基层少先队组织持续深入开展这项活动。 要把开展活

动的过程作为少年儿童思想引导的过程, 让党的关怀和领袖形象

在少年儿童心中扎根, 让党的要求激励少年儿童奋发向上。

“中国红领巾冶 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 zghlj1013

联系人: 郎继霞

电摇 话: 010-5752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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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网红领巾集结号网址: jjh. k618. cn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冶 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 qgsgwbgs

联系人: 吴摇 晨

电摇 话: 010-57380582

《中国少年报》

地摇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丙 12 号宝钢大厦

邮摇 编: 100022

联系人: 常摇 江

电摇 话: 010-57526517

《中国儿童报》

地摇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丙 12 号宝钢大厦

邮摇 编: 100022

联系人: 苑楚楚

电摇 话: 010-57526492

《中国中学生报》

地摇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丙 12 号宝钢大厦

邮摇 编: 1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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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李明

电摇 话: 010-57526505

《中国少年儿童》 杂志

地摇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丙 12 号宝钢大厦

邮摇 编: 100022

联系人: 郑丽雪

电摇 话: 010-57526405

《少先队小干部》 杂志

电摇 话: 010-57526297

联系人: 叶子健

地摇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丙 12 号宝钢大厦

邮摇 编: 100022

《辅导员》 杂志

电摇 话: 010-57526528

联系人: 王晓颖

地摇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丙 12 号宝钢大厦

邮摇 编: 100022

全国少工委

2017 年 3 月 7 日

摇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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