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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乐山市委 
乐青发〔2019〕5 号 

 

共青团乐山市委 
关于开展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 

系列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团委、市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团组织、在乐高校

团委：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五四运动 100 周年。为

激励和引领广大青少年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

神，坚定“四个自信”，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

一届三次、四次全会，市委七届五次、六次全会决策部署，不断

凝聚起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和全省区域中心城市的青春

力量，团市委决定，面向广大青少年，在全市部署开展以“青春

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的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系列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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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二、活动时间 

2019 年 4月 15日到 5 月 30 日 

三、活动安排 

（一）强化主题宣讲，开展与青少年面对面的宣讲活动。聚

焦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凝聚青少年，深入

推进“青年大学习”行动，大力实施“乐山市青年思想政治宣讲

团”计划，组织理论专家、党员干部、青年教师、青年典型等走

到青少年中，围绕党的理论、党史国史、形势政策、奋斗故事等，

开展面对面宣讲交流，聚焦青少年思想困惑和关切诉求，把党的

理论讲清楚、讲明白，让青少年听得懂、记得住、能运用。各县

（市、区）团委依托“乐山市青年思想政治宣讲团”计划，年内

开展不少于 3 场宣讲，各大中学校团委举办不少于 4 场集中宣讲

报告会。 

（二）强化仪式感召，开展“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集

中性主题团队日活动。突出仪式教育的感召作用，各级团组织依

托各地红色教育资源，集中开展入团仪式、18 岁成人礼、祭奠革

命英烈等仪式教育活动，少先队组织深入开展“争做新时代好队

员”主题活动，让青少年在庄严的仪式中接受理想信念熏陶，引

导青少年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

思想和行动自觉。各级团组织要在五四期间集中开展“青春心向

党·建功新时代”特别主题团日活动，组织全体共青团员走出教

室和会议室，到纪念场馆、烈士陵园、革命遗址及其他相关场所，

实地接受一次“沉浸式”的精神洗礼，仪式教育活动包含“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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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100 周年”微团课、向革命先烈献花、入团宣誓、团旗

下的演讲、齐唱国歌团歌等程序。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可把活动安

排在室内，集中组织收看《中国共青团历史》等共青团题材影片，

深入学习了解中国青年运动史。 

（三）强化榜样带动，大力推树宣传青少年身边典型。注重

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积极寻找、发现、宣传来自青少年身

边、具有不同优秀特质、可亲可信可学的青少年典型，持续抓好

省级“青年五四奖章”和省、市两级两红两优等典型选树活动。

各级团组织要在五四期间表彰一批优秀青年典型，集中展示工作

成效，激励团员青年奋发有为、干事创业。要大力宣传各类先进

青年典型感人事迹，通过现场宣讲、微故事会、视频展示等方式，

讲述、传播他们的奋斗历程，向广大青少年传递正能量。 

（四）强化实践锻炼，开展青春建功新时代实践活动。紧密

结合我市共青团“青年文明号”、“小海棠志愿者”等重点品牌

工作，组织动员广大团员青年在助推乐山高质量发展中贡献青春

力量、展现青春风采。扎实推进共青团投身打赢脱贫攻坚战行动，

组织动员广大青年投身脱贫攻坚实践。持续推进“青春志愿 双创

同行”大学生志愿服务社区行动，助力全市“双创”工作，落实

好学业资助、就业援助、创业辅助的重点项目，实施“青春建功

乡村振兴行动”，大力开展青年创新创业创优行动，着力拓展挑

战杯、青年文明号等工作内涵，广泛开展选先树优、职业体验、

技能竞赛、成长分享等活动，着力激发青年的创新智慧、职业激

情和创优动力。深入实施青少年精神文明建设重点项目，大力开

展全市大中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深入实施“高校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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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成绩单”制度，深化“青年志愿者”、“青年网络文明志愿

者”等品牌项目，积极开发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岗位，将其融入

基层团支部的日常功能，让青少年在实践中了解省情市情、感受

成就、受到锻炼。 

（五）强化氛围营造，大力开展青少年主题网络活动。紧紧

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在各级各

类团属新媒体平台集中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发起“五四青年节”、

“五四 100周年”等网络互动话题，配合开展“网络青晚”、“青

春宣言漂流瓶”等主题网络活动。在五四期间，结合开展线下主

题团日活动，各县（市、区）、大中学校自主开展 1 至 2 场直播

活动，积极协调本地新闻媒体做好宣传报道，在全社会形成高度

关注和广泛参与的整体声势。 

四、活动要求 

（一）紧扣中心，服务大局。各级团组织要紧紧围绕市委提

出的发展任务和目标，将广大青年的思想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

来，凝心聚力，为助推乐山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二）层层发动，全面动员。各级团组织要迅速根据团市委

总体部署研究制定本地、本单位实施方案，内容必须包括“青春

心向党·建功新时代”集中性主题团队日活动，要确保活动覆盖

本级团组织所能联系到的全体共青团员及各领域青年，并于 3 月

25 日前报团市委学少部审核，审核完毕后尽快下发基层团组织进

行动员部署，确保基层团组织在 4 月至 5 月相对集中地开展各种

纪念、教育、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形成整体声势。 

（三）精心组织，确保实效。各级团组织要积极参加市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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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完成团市委交办的任务。要精心组织本级活动，抓点带面。

要注重面上指导，充分发动基层团组织，形成市级示范、县乡联

动、基层广泛参与的活动声势。县（市、区）团委本级直接组织

开展的活动不得少于 3 个，市直属团组织本级组织开展活动不少

于 2 个，机关、学校、企业、农村、社区等基层团组织开展活动

不少于 1 个。 

（四）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级团组织要以此次系列活动

为契机，积极争取各级党委（党组）支持，充分发挥新媒体特别

是共青团各级官方微博、微信的作用，加大对共青团工作的宣传

力度，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各级团组织要认真谋划和总结，各地开展活动情况请于 5 月

10 日前报送团市委学少部，电话：0833-2433104。 

 

附件：1. 团市委重点示范活动安排 

  2.“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特别主题团日活动方案 

                              

 

 

   共青团乐山市委 

                                2019 年 3 月 15 日 

 

 

 

 

盖章单位：sfw-lstsw
盖章时间：2019-03-18 17: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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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团市委重点示范活动安排 
 

一、举行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纪念大会 

活动内容：通过情景剧展演、诗歌朗诵、歌舞表演、集体重

温入团誓词等方式，隆重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和建团 97周年，

回顾青年爱国运动光辉历程，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激励和引导

全市广大青少年胸怀理想、奋斗拼搏，青春追梦，为助推乐山高

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 

活动时间：4月 30 日 

责任领导：令狐雅 

责任单位：团市委学少部 

配合单位：团市委办公室、组建部、青发部，在乐高校、乐

师附小、武汉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二、召开乐山市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 

活动内容：组织召开座谈会，邀请市领导和全市各界优秀青

年代表开展座谈，围绕我市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和全省

区域中心城市，推动旅游兴市、产业强市，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

等乐山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活动时间：5月上旬 

责任领导：周恒杰 

责任单位：团市委办公室 

配合单位：团市委组建部 

三、“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题团日活动 



- 7 - 

活动内容：突出仪式教育，依托井研竹园烈士林园红色教育

资源，组织团员青年走出教室和会议室到烈士陵园，开展“青春

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题团日活动，实地接受一次“沉浸式”

的精神洗礼。 

活动时间：4月中旬 

责任领导：周恒杰 

责任单位：团市委组建部 

承办单位：井研团县委 

四、举办“青年大学习”知识竞赛 

活动内容：为加深全市团员、团干部对中国共青团的认识以

及作为共青团员的责任和义务，以“不辜负时代、不辜负组织、

不辜负青春”为目标，结合党史、团史和《党章》《团章》等学

习，以书面答题、网络竞赛、团队竞赛等形式开展知识竞赛，引

导广大团干部和团员青年争做五四精神的学习者、实践者和宣传

者。 

活动时间：4月 20 日—5月 10日 

责任领导：李东 

责任单位：团市委组建部 

承办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团委 

五、开展与青少年面对面主题宣讲活动 

活动内容：邀请乐山市青年思想政治宣讲团成员通过网络直

播、专题讲座、集中授课、互动交流等方式，进企业、农村、机

关、校园、社区、网络、军营等，广泛开展围绕党的理论、党史

国史、形势政策、奋斗故事等系列宣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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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4月 30 日—5月 30日 

责任领导：令狐雅 

责任单位：团市委学少部 

配合单位：团市委办公室、青发部、组建部 

六、开展 2019年乐山市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五

四红旗团委（团支部）评选 

活动内容：评选表扬一批全市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

部、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等先进典型，广泛征集和宣传青年

成长励志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头作用，引导和团结广大青

年向身边先进典型看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力

量。 

活动时间：3 月底-4 月底 

责任领导：周恒杰 

责任单位：团市委组建部 

七、举行十八岁成人仪式集中示范活动 

活动内容：结合纪念五四运动主题，在乐山市旅游学校开展

十八岁成人仪式市级示范活动，全市各中学（中职）普遍开展十

八岁成人仪式，加强中学生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团员青年树立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公民意识、宪法意识和法律意识、责任意

识、感恩意识，以及团员意识，培育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争做青春追梦人。 

活动时间：4月 28—5 月 4日 

责任领导：熊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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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团市委学少部 

配合单位：旅游学校团委、全市各中学（中职）学校团委 

八、举行入团仪式集中示范活动 

活动内容：在实验中学举行少先队员离队暨新团员入团仪式

市级示范活动，全市各学校组织团员重温入团誓词，严格履行入

团仪式基本程序，注重仪式的庄重性、感染力和神圣感，加强仪

式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活动时间：4月 28—5 月 4日 

责任领导：令狐雅 

责任单位：团市委学少部 

配合单位：实验中学团委、全市各中学学校团委 

九、开展五四青年节文化主题周宣传活动 

活动内容：在“青春乐山”微信和“乐山青年”微博上推送

五四系列文章、征求青春感言、互动交流，引导全市团员青年加

深对近代历史的认识，进一步浓厚全市“五四”青年节文化氛围，

激励乐山青年为实现中国梦和乐山美丽发展而无私奉献、努力拼

搏。 

活动时间：4月 25 日至 5 月 8日 

责任领导：蔡明明 

责任单位：团市委学少部 

十、发布《青春乐山》青年城市形象宣传片 

    活动内容：拍摄制作一部青年城市形象主题宣传片，记录和

反映当代乐山青年的工作生活状况，讲述新时代青春追梦人的奋

斗故事，传递青春正能量，宣传推荐乐山旅游城市形象，引导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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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少年为建设美丽乐山贡献青春力量。 

活动时间： 4 月 20 日—5 月 4日 

责任领导：蔡明明 

责任单位：团市委学少部 

配合单位：各县（市、区）团委、市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团

组织 

十一、举办“腾飞中国、辉煌 70年”乐山市第四届青少年读

书征文系列活动 

活动内容：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腾飞中国、辉煌 70 年”第四届“世界读书日——智慧知行朗诵

赛”和“读书改变人生”作文大赛活动，激发广大青少年了解学

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锻炼青少年的语言文字表达能

力, 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活动时间：2019年 3 月—4 月 

责任领导：令狐雅 

责任单位：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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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特别主题团日活动方案 

 

按照团中央书记处安排部署，今年全团将围绕隆重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集中组织开展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特别主题团日活动，突出仪式教育

感召作用，依托各地红色教育资源，组织全体共青团员在庄严肃

穆的仪式中接受“沉浸式”精神洗礼。方案如下： 

一、 活动主题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二、活动时间 

清明节起至五月中旬 

三、活动地点 

五四运动相关的纪念场馆；各地标志性的革命遗址、红色纪

念场所、烈士陵园等教育阵地。 

四、参加范围 

本级团组织所能联系到的全体共青团员及各领域青年 

五、主要内容 

1.齐唱国歌 

组织全体团员列队集合，齐唱国歌。 

2.参观瞻仰 

全体团员赴纪念场馆参观学习，追忆革命故事，缅怀英雄先

烈，传承五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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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主题微团课 

请党史团史领域专家、典型模范、青年教师等以纪念五四运

动 100周年为主题，在现场为团员讲授微团课。 

4.团旗下的演讲 

选取 1 名优秀共青团员代表，围绕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五四

精神、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等内容，进行 l 场团旗

下的演讲。 

5.入团宣誓 

组织新团员入团宣誓，老团员重温入团誓词，由 1 名团员代

表领誓。 

6.寄语团员 

邀请上级党组织负责人为新团员戴团徽，随后向团员青年寄

语，提出希望和要求。 

7.齐唱团歌 

8.互动展示 

全体团员在现场写下活动感悟和奋斗目标，进行集中展示。

在以上环节基础上，各级团组织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增加敬献

花篮、默哀致敬等环节。 

六、工作要求 

1.严格规范活动流程。“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特别主

题团日活动，重在通过庄严肃穆的仪式教育，以仪式感营造神圣

感、崇高感，引导广大团员青年继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矢志建功立业。团中央将推出活动示范片《共青团公开课一一主

题团日仪式教育》和活动主题标识，各级团组织要参照本方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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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示范片的流程，认真策划组织。活动过程中，要在醒目位置

鲜明展示主题标识，营造全团整齐划一、统一行动的强大声势。 

2.全面覆盖所有团员。充分发挥共青团的组织优势，组织全

体团员走出教室、车间、办公楼、会议室，到各类红色教育阵地

实地接受一次“沉浸式”的精神洗礼。要最大限度地发动团的各

级组织、各条战线特别是广大基层团组织普遍开展仪式教育，务

必覆盖到全体共青团员。团市委机关全体同志将参加基层团组织

开展的活动，县（市、区）团委领导班子成员至少参加 1 场基层

主题活动。 

3.持续掀起活动热潮。各级团组织要按照方案要求，结合实

际研究制定具体活动方案。在设计活动方案时，各县（市、区）、

各系统要注意统筹协调各地、各单位、各学校的活动安排，把握

各项活动的节奏，力争做到活动期间“天天有活动、周周掀热潮”，

努力形成全团集中行动、青年踊跃参与的生动局面。五四当天，

重点开展组织收听收看中央有关活动的报道，务必让每一名团员、

团干部都参与收听收看，并在全团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中央精神的

热潮。 

4.集中开展网络直播。结合开展线下主题团日活动，全团集

中举办“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网络直播活动，对各地开展

的集中性主题活动进行网络直播。团市委将遴选一批县（市、区）

级团委开展的集中性主题团日活动，举办示范性网络直播。各县

（市、区）级团委和各大中学校团组织要参照团中央做法，自主

开展 1 至 2 场直播活动。要大力发动基层团组织和青少年围绕活

动主题，积极创作直播和短视频作品，通过网络平台集中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