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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 2019 年工作要点

2019 年少先队工作的总体思路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

全会精神,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希望和对少

先队工作的要求, 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共青团十八大精

神, 学习贯彻共青团十八届二中全会和 2019 年教育工作会议精

神, 聚焦少年儿童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主责主业, 直面破解增

强少先队员光荣感这一任务目标, 扎实研究三个时代性战略性课

题, 优化少先队组织教育、 实践教育、 仪式教育路径方式, 以自

我革命精神推进少先队改革再出发, 团结、 教育、 引领少先队员

健康成长, 以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少先队建队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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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希望和对

少先队工作的要求

1. 深入宣传普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提出的

希望和要求。 用儿童化、 时代感强的方式, 运用少年儿童身边喜

闻乐见的报刊、 图书、 绘本、 动漫、 短视频、 微电影、 歌曲、 童

谣、 情景剧、 广播电视节目等文化产品, 宣传普及习近平总书记

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提出的希望、 要求, 讲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领

袖故事和习爷爷小时候的故事, 培养和增进少先队员对习近平总

书记真实朴素的情感认同。

2. 切实加强少先队工作干部和少先队辅导员理论武装。 将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十分重要的灵

魂性工作, 系统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希望和对少

先队工作的要求, 作为学习培训的核心内容武装少先队工作干

部、 少先队辅导员头脑, 学懂弄通做实, 贯彻到少先队工作的全

过程、 各方面。

二、 认真研究破解少先队工作三个时代性战略性课题

1. 认真研究少先队工作三个时代性战略性课题。 围绕增强

少先队员光荣感, 彻底转变观念, 解放思想, 深入调查研究, 组

织一线、 专业、 学术力量, 彻底研究透彻 “全童入队现实下少先

队员的光荣感如何树立冶 “德育教育格局中少先队组织的独特功

能如何体现冶 “新的社会条件下少先队的工作方式如何改进冶 三

个时代性战略性课题, 揭示问题本质, 指导改革实践。

2. 研究落实深化少先队改革的重大措施。 根据少先队改革

—2—



方案, 根据研究少先队工作三个时代性战略性课题阶段性具体成

效, 边研究边探索边落实, 找准少先队员光荣感的绝对来源和教

育改革、 社会变革中少先队工作的清晰定位, 明确少先队改革不

同阶段要达到的标志性的变化、 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的观测检验

和量化指标表征, 研究落实深化少先队改革的重大措施。

三、 突出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 深化少先队组织教育

1. 坚持正能量正面灌输。 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纪

念少先队建队 70 周年, 深入开展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冶 活动,

持续宣传党、 团、 队的光荣传统、 基础知识, 充分展现党、 团、

队组织的先进性和亲和力。 组织少先队工作干部、 少先队辅导

员, 用少先队员听得懂、 记得住的语言, 讲解党、 团、 队的关系

和党史、 国史、 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梦、 政治常识, 讲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研发队课教材和系列

文化产品。

2. 聚焦红色基因教育。 主动融入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

开发分层实施少先队员思想政治启蒙提纲和读本。 修订颁行 《少

先队活动课程指导纲要》, 出版指导用书。 生产推广时代感、 感

染力强的红色文化创意产品, 讲好红领巾的故事、 信仰的故事。

开展少先队基本知识教育, 引导少先队员理解队章和少先队标志

标识礼仪的基本内涵, 了解队史, 爱惜红领巾。

3. 开展先锋榜样教育。 在中小学校园和少先队报刊网站新

媒体, 大力开展革命先烈和劳动模范、 改革先锋、 时代楷模等先

进人物事迹宣传教育, 宣传少年英雄, 学习身边的 “优秀少先队

—3—



员冶 “优秀少先队集体冶 “最美少年冶 “最美队集体冶。

4. 强化网上教育引导。 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 算法等, 观

测、 感知、 了解少先队员真实地在想什么、 关注什么, 研究清楚

不同年龄段和生活状况少先队员心理特征和时代特征。 全面加强

未来网等各级少先队相关网站建设, 规范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运

用, 持续加强聚焦少先队主责主业的内容供给。 打造服务少年儿

童心理健康项目。

四、 坚持实践育人, 以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冶 为统领大力

创新实践教育

1. 大力开展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小小追梦人冶 实践活

动。 以中队、 小队和队员自己为主体, 以校内外岗位体验为重

点, 在辅导员和家长帮助下, 积极开展有组织、 社会化的实践体

验, 帮助队员们从自己做起, 从身边做起, 经风雨受锻炼, 将自

己的梦想融入中国梦,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小培养家国

情怀和奋斗精神,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2. 积极开发校内外正规、 日常的实践项目载体。 针对不同

年龄层的少先队员, 用实少先队活动课、 校内课后 “三点半冶

时间, 发挥专业组织和志愿者作用, 运用校外少年宫、 研学基

地、 社会化活动场所、 社区和 “五老冶、 家长资源, 开发、 实施

实践项目活动载体, 推进少先队员有组织的实践体验, 引导少先

队员接触社会、 认识时代, 学习体验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 制定

中小学分层实施的少先队实践教育纲要。

3. 发展创新少先队实践项目品牌。 围绕精准脱贫、 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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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民族团结等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坚持公益性质, 创新基本内

涵, 深化、 打造红领巾 “动感中队冶、 红领巾 “创未来冶、 “小小

志愿者冶 等实践项目, 深化、 创新 “手拉手冶、 “少年军校冶、

“少年科学院冶、 夏冬令营等项目品牌, 带动队员人人可以参加

的实践。

五、 坚持文化育人, 建立健全、 丰富优化少先队仪式教育

1. 宣传普及深化少先队标志礼仪基本规范。 全面推行 “六

一冶 在当地红色教育基地举行入队仪式。 丰富入队仪式、 主题队

会、 主题队日、 颁章仪式、 离队仪式等教育内涵和程序, 注重时

代元素, 提升仪式效果。

2. 建立中小学分层少先队仪式教育体系。 建立健全、 大力

推广分年级、 分学期、 分时间节点、 内在衔接、 分层递进的少先

队组织仪式教育体系。 及时发布创新研发的有时代感感染力强的

节日、 纪念日和重要事件少先队仪式提示, 配套推广公益宣传

产品。

六、 全面规范、 系统提升少先队基层组织建设

1. 规范小学建队。 根据队章和少先队组织工作条例, 明确

基本标准, 在公立、 民办小学 100% 建立健全少先队组织, 配齐

大队辅导员, 规范每周 1 课时的少先队活动课和基本阵地。 开展

基本队情统计。 规范队籍管理, 制定少先队员守则, 探索 《少先

队员证》。 强化规范少先队队长、 队委等产生程序。

2. 试点分批入队。 依据队章和少先队组织工作条例, 在全

国少工委统一领导下, 牢牢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少年儿童自愿、

—5—



集体自主推荐的原则, 试点分批入队, 提高少先队员发展质量。

规范队前教育内容, 细化入队标准, 规范入队规程和评价方式。

3. 规范标志标识。 深入普及少先队标志标识, 推进健全相

关国家标准, 构建制度体系, 推动和政府相关部门依法出台保护

政策。 规范有关企业生产、 市场流通、 使用、 传播等环节管理,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依法依规处理相关商业营销、 有意玷污甚至

恶意诋毁的线上线下行为。

4. 健全激励机制。 捋顺全国和地方各级优秀少先队员、 辅

导员、 少先队集体的评选流程, 创设推广人人可争得的红领巾奖

章, 与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 建立从基层到全国的少先

队分级荣誉激励体系。

5. 抓好团队衔接。 切实解决团队衔接的突出问题。 规范团

前教育内容, 普遍设立少年团校, 开发专门课程, 落实学习制

度。 严格 “推优入团冶 标准和程序, 提高推优入团质量。

七、 以高素质专业化为目标, 提高少先队辅导员履职能力

水平

1. 配齐配强少先队辅导员和总辅导员。 修订 《少先队辅导

员管理办法 (试行)》, 规范少先队辅导员岗位职责、 任职资格、

选拔聘任, 主动建构少先队辅导员独特的能力结构和专业标准。

建立聘请各行各业先进人物兼任少先队辅导员的有效机制。 健全

省、 市、 县各级少先队总辅导员设置配备, 修订 《少先队总辅导

员设置管理办法 (试行)》。

2. 下大力气开展少先队辅导员培训。 制定少先队辅导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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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总体规划, 用三年时间将全国中小学大队辅导员参加县级及以

上面对面轮训一遍。 建构少先队辅导员分级全员培训大纲、 教

学、 课程、 教材、 师资体系。 建立网络远程培训平台, 推广系列

网络公开课。

3. 积极开发对辅导员社会化激励因素。 发动开设少先队相

关学科的高等院校和相关综合型高校, 创设少先队辅导员深造专

业硕士机制。 研究实际措施, 为辅导员创造荣誉、 学习、 交流条

件机遇, 给予人文关怀。 实施优秀辅导员在线项目, 推出少先队

辅导员网络公开课。

4. 建构少先队相关学科知识体系。 研究不同年龄段少先队

员成长规律和思想政治启蒙、 价值观塑造规律。 研究少先队基本

理论、 少先队教育科学。 组织修订 《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 发

挥 《少年儿童研究》 《少先队研究》 等期刊作用。 支持相关高校

优化少先队学科相关人才培养, 引导从事少先队工作。

八、 加强制度化科学化建设, 充分发挥少先队工作委员会

作用

1. 建立健全少工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以县级团委、 少

工委为主要工作力量, 做实省管、 县统筹。 厘清全国、 省、 市、

县各级少工委不同层级的工作职责, 理清历史脉络, 理顺管理体

制, 建立责任制, 规范委员会建设和运行。 建立学校少工委。 坚

持政治标准, 严格管理少先队工作干部。

2. 加强少先队工作政策制度建设。 坚持全团带队、 团教协

作, 主动落实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7—



适应中小学党建工作规范化建设和德育教育格局, 推进少先队有

关制度政策 “立改废释冶, 加大制度执行。

3. 严格落实党的意识形态责任制。 精心办好、 推广好全国

队报队刊、 未来网、 中国少年先锋队网和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新

媒体应用, 规范各地和少先队有关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管理运

行, 推动融媒体发展。 扩大在主流媒体上的少先队形象宣传, 提

高舆情工作能力。

4. 强化对团属少年儿童校外活动阵地、 网络阵地管理。 坚

持党的意识形态责任制, 坚持公益属性, 严守安全底线, 加强管

理培训。 结合实施教育信息化 2. 0 行动计划, 有序推进基层少先

队组织网络联通、 信息畅通。 跟进 “智慧队建冶, 推进少先队工

作、 活动、 服务上网。

深化 “希望号角冶 项目, 为农村和贫困地区捐建少先队鼓

号队等, 加强农村少先队组织基础建设。 开展 “红领巾微心愿圆

梦冶 等服务农村留守儿童、 进城农民工子女和残疾等困境儿童的

服务项目。 发动社会力量, 为农村少年儿童输送优质精神文化

产品。

根据中央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部署, 务实俭朴、 重在推

进工作, 重点在下半年做好纪念少先队建队 70 周年工作。 创作

推出少先队组织特色鲜明的重大文化产品。

摇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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