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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纪念少先队建队 69 周年组织开展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集结在星星火炬旗帜下冶

主题队日活动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少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少工委:

今年 10 月 13 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 69 周年纪念日, 是党

的十九大、 团的十八大召开后第一个少先队建队纪念日。 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冶

“从小事做起, 从身边做起, 努力争做新时代的好队员冶 的要求

和勉励, 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 教育引导队员们听

党的话, 跟党走, 从小学习做人、 从小学习立志、 从小学习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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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全国少工委决

定, 今年建队纪念日期间, 各地中小学少先队组织集中开展 “争

做新时代好队员———集结在星星火炬旗帜下冶 主题队日活动。 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时间

10 月 13 日少先队建队纪念日 (星期六) 前后

二、 主题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集结在星星火炬旗帜下

三、 内容和形式

(一) 各中小学少先队大队都要开展:

1. 营造浓郁温暖的少先队集体生日氛围。 各级少工委特别

是县 (市、 区、 旗) 少工委要积极发动所在区域全部小学和初

中少先队组织, 精心做好准备, 动员少先队辅导员、 广大少先队

员在校园里、 教室里, 采取各种少先队员们喜欢的, 充分体现少

先队组织元素、 地方特点、 学校特色的艺术、 时尚载体, 为少先

队建队纪念日营造浓郁的生日氛围。

一定要鼓励队员们发挥爱与想象力, 自己用心、 自己动脑、

自己动手, 布置自己的队集体。

2. 集中举行 “习爷爷的教导记心中冶 国旗下讲话仪式。 各

级少工委要积极发动少先队辅导员老师们从互联网上下载、 整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孩子们健康成长的殷切期望和嘱

托, 通过学校的升国旗仪式等, 帮助少先队员们采用小演讲、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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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朗诵、 合唱等方式, 学习习爷爷的教导, 懂得党的关怀和

期望, 从小坚定理想信念。

一定要让孩子们自己准备、 自己写、 自己讲, 说孩子们自己

理解的话, 表达孩子们心中真实的情感。

结合国旗下的讲话, 要帮助少先队员们了解党领导下中国少

年儿童运动史的主要事件, 了解少先队建队纪念日的由来和红领

巾、 星星火炬、 少先队队礼的含义, 学习少先队章程和少先队基

本知识。

面向小学一年级小朋友要开展好 “队前教育第一课冶。

初一年级要集中举行建队仪式。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组织少先队鼓号队演奏, 增强仪式感。

(二) 各中小学少先队中队可以选择一项开展:

3. 组织开展 “说说我们的大英雄冶 先锋故事会。 请辅导员

老师发动少先队小骨干带头, 提前布置, 争取全体队员人人参

加, 组织一场精彩的中队故事会。

可以个人、 小队等方式, 查资料、 找图片、 看图书、 做小报

等等, 了解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的历史特别是党史、 军史、 改

革开放以来和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就, 了解革命

先烈、 仁人志士、 全军挂像英模、 劳动模范、 各行各业先进人物

的感人事迹和感动故事, 讲出来, 读出来, 诵出来, 演出来, 激

励队员们心有榜样、 崇尚英雄、 学习先锋。

最好能请身边的英雄模范人物参加。 发挥音乐、 美术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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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陶作用。 欢迎将故事会的精彩场景用手机拍成微视频, 上传到

未来网红领巾集结号 ( http: / / hd. k618. cn / hdy), 和全国的少先

队 员 分 享 ( 联 系 人: 柴 源, 电 话: 010 - 56937057、

15510182790)。 非常精彩的中队故事会将得到巨大鼓励。

4. 组织开展 “我和我们的中国梦冶 演讲活动。 辅导员老师

们可以围绕本世纪中叶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宏伟目标, 帮助孩子们理解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 民

族振兴、 人民幸福, 帮助孩子们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

涵, 在自己的中队、 大队里, 组织一场简朴生动的演讲活动, 有

条件的地方通过视频在校园里直播。

一定要发动队员们讲事例、 说真话, 教育引导队员们将自己

的小梦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大梦想, 探索梦想、 坚持梦想, 为实

现中国梦做好全面准备。

好的演讲视频可以上传到未来网红领巾集结号 (联系方式同

上)。 好的演讲稿可以发送到 《少先队小干部》 杂志 (电子邮

箱: sxdxgb@ qq. com, 联系人: 叶子健, 电话: 010 - 57526297、

18601022337)。 特别好的演讲视频和演讲稿将得到巨大鼓励。

5. 组织开展 “我是新时代的好队员冶 分享会。 结合 “新时

代好队员冶 标准大讨论, 可以中队或小队为单位, 让队员们分享

参加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冶 主题活动的成果和收获, 讲一讲理

解到的新时代, 说一说祖国建设新成就, 谈一谈身边生活新变

化, 晒一晒参加少先队活动带来的成长和进步, 明确下一步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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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目标, 许心愿、 立志向, 从我出发, 争做新时代的好队员。

(三) 各中小学少先队中队都要开展:

6. 集体参加 “我们在队旗下合个影冶 仪式。 发动队员们与

星星火炬队旗合影, 可以中队、 小队集体合影, 也可以个人自

拍, 比一比谁的精神状态更有朝气、 谁的风貌更加阳光、 谁的形

象更有创意, 让这个集体生日铭记在每一名队员心中。

今后, 要将这个仪式形成传统, 让队员们在每年的少先队建

队纪念日留下难忘美好的记忆, 形成珍贵的 “红领巾相册冶。

(四) 面向社会的网络活动: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中国辅导员、 中国红领巾、 红领巾集结

号微信公众号将面向社会, 联合发起 “来自星星火炬的你冶 线

上活动, 请各级少工委组织少先队工作者积极分享、 转发。 (联

系人: 柴源, 电话: 010-56937057、 15510182790)

四、 有关要求

1. 组织到位。 聚焦主责主业是少先队改革的根本。 各省级

少工委要迅速将本通知通过微信群、 QQ 群等新媒体发到本省份

全部县 (市、 区、 旗 ) 少工委, 抓住 2800 多个县 (市、 区、

旗) 的关键作用, 在县 (市、 区、 旗) 团委书记带领下, 发动

本县 (市、 区、 旗) 全部中小学少先队组织。 各地各级少先队

工作先进集体要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2. 聚焦到位。 鼓励基层少先队组织聚焦少先队思想引领、

政治启蒙的主责主业, 围绕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 大胆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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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息强、 队员们喜欢的活动载体、 活动方式。

3. 宣传到位。 要通过少先队报刊网站微信微博等各媒体和

社会媒体普遍宣传、 郑重宣传、 生动宣传, 让广大的少先队组织

知晓、 行动, 让广大少先队员都有收获、 体验光荣。

4. 联动到位。 鼓励发动队员带动父母长辈等共同参与, 主

动塑造新时代少先队组织和少先队事业的社会形象, 增强社会对

少先队建队纪念日的感知和支持。

5. 保护到位。 各地要深入普及和规范使用 《中国少年先锋

队组织工作条例》 《中国少年先锋队标志礼仪基本规范》。 对于

损害少先队员身心健康的一切行为, 要依法坚决打击。

各省级少工委办公室 10 月 30 日前要提交本省份开展主题队

日活动实实在在的简要情况报告 (联系人: 雷智颖, 电话 010-

85212071, 邮箱: xcjyc1106@ 163. com)。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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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29 日印发

(共印 5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