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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书记、辅导员工作室成立

十佳青年教师颁奖典礼

以创新工作落实群团改革精神
——北京市海淀区创新共青团、少先队工作掠影

日前，在全国中学共青团工作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北京市海淀区团教
工委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中央团组织负责人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北京海淀
在学科带头人评定中单独增设团干部带头人，值得全国学习和借鉴。

长期以来，共青团和少先队一直
是北京海淀区一张靓丽的教育名片。
“海淀区共青团、少先队工作领先全
国。”在全国和全市其他共青团和少先
队工作同行看来，并不是一句空话。
中央团组织领导、全国少先队组织领
导曾多次到访海淀，并高度评价海淀
的团队工作是全国的一面旗帜。

近年来，海淀区教育系统共青
团、少先队着力建立良好工作机制，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力求构建标准化
管理体系，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保驾护航。

在中央群团改革会议召开之后，
全区通过一系列务实有力的举措，探
索出了一条符合海淀特色的群团改革
之路。

发挥团教协作优势
提升共青团、少先队组

织活力

在长期工作实践中，海淀区教育
系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群团工作机
制。团教工委、少工委办公室既是区
团组织的派出机构，也是区教育系统
的内设科室，在教育系统的领导及上
级团组织的指导下，开展共青团、少
先队工作。

在机制建设上，海淀区教育系统
落实党建带团建，团建带队建，将中
学共青团、少先队工作考核纳入 《教
育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达标标准》 及
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团队工作独立制
定年度经费预算，在保证生均共青
团、少先队活动经费的基础上，在教
育改革专项经费中还单独设置共青
团、少先队建设专项经费，用于基层
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建设、队伍建
设、阵地建设、志愿服务等活动。

在 组 织 建 设 上 ， 顺 应 学 区 制 改
革，探索筹建学区团建协作委员会、
学区少工委，社区少工委融入区域化
团建，加强学校与学校、学校与社会
之间的联系，打破校园围墙，拓展资
源阵地。

在队伍建设上，根据共青团北京
市 《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中学共青团工
作的若干意见》 和北京市 《关于进一
步加强少先队工作的意见》，海淀区教
育系统出台了 《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共
青团工作的意见》 和 《关于加强新形
势下少先队工作的意见》，认真落实团
队干部职级和相关待遇。

将海淀区团队干部培养纳入教育
系统后备干部培养计划。海淀区教育
系统先后投入三百余万元，在教育党
校开办团队干部高级研修班，开展北
师大教育运营与管理 MBA 学历提升培
训。30 余名团队干部取得研究生学
历。此外，在海淀区教育部门继续教
育项目中，专门设置有团队干部专
项。“十二五”期间，累计下达经费两

百余万元。
在学科带头人评定中，海淀区单

独增设团干部带头人、辅导员带头
人。全区教育系统设立了 12 个团委书
记工作室和 33 个辅导员工作室，强化
团队干部梯队建设。一方面，通过严
把入口、畅通出口、组织培养、专业
成长等方式，提升团队干部队伍整体
素质、能力和职业认同度。另一方
面，通过开展“驻校蹲班”，建立直接
联系学生机制，帮助团队干部增强服
务学生的意识和能力。2016 年全市首
次在职称评定中增设团队辅导员序
列，海淀区 5 位辅导员通过团队辅导
员高级职称评审，成为全市首批具有
高级职称的少先队辅导员。

团教工委和少工委办公室，专门
组 织 团 队 干 部 参 加 副 校 级 干 部 公
招，打通团干部职业成长通道。近三
年，由团教工委、少工委办公室推
荐，全区共有 9 名团委书记、辅导员
通过公开招聘、组织选任等方式晋升
副校级岗位。5 位团队干部走上教育
系统党政正职岗位。

此外，为了加强群团干部队伍建
设，近年，海淀区团教工委和少工委
先后举办海淀区教育系统团干部风采
大赛、少先队辅导员风采展示大赛。
团教工委还在 2015 年、2016 年连续两
次成功承办全国中学中职团委书记职
业技能大赛。海淀选手从全国 100 名
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在 2015 年获
得亚军、季军，2016 年更是以绝对领
先优势夺得全国中学团委书记职业技
能大赛的冠军和优秀风采奖。

强化制度设计
构建中学共青团、小学

少先队工作标准化管理体系

针对共青团、少先队工作缺乏标
准化操作指导的情况，海淀区教育系
统遵循“守正出新”的思路，制定了
一系列标准，推进团建、队建工作规
范化。

团教工委和少工委办公室先后制
定了海淀区 《中学共青团组织建设管
理标准》《中学共青团标准化管理指导
手册》《教工团支部工作手册》《少先
队标准化管理指导手册》《少先队工作
规范化评价标准手册》 等一系列标准
化文件。明确团组织负责人、辅导员
岗位职责及工作流程，并为全区团员
发展、团籍管理等基础团务及成人仪
式、离队建团、少代会、鼓号队建
设、建队纪念日等品牌活动，提供了
操作规范，成为全区团队干部开展工
作的案头“宝典”，有效提升了全区群
团工作的整体质量。

夯实基础团务，激发团的基层活
力。海淀区以申报的 22 个市级“中学
共青团重点工作改革创新”试点为突
破口，针对学校共青团重点工作和急

需破解的难题，聚焦重点、加强研
究、研判，大胆探索，破解难题，推
进组织和工作改革创新。严把团员入
口关，加强团员意识教育，提升学校
团组织的活力，筑牢团学工作的“底
盘”。开发编写中学生党团课教材，建
立活动课程资源库，研究探索团课授
课方式创新与实际教育效果的融合。

融入教育改革
突出思想引领，服务青

少年成长成才

海淀区团教工委、少工委牢牢把
握为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这一根本任务，积极围绕教育改革发
展大局和立德树人使命，将共青团、
少先队工作主动融入教育大局，全面
统筹谋划推进工作，服务青少年成长
成才，提升育人实效。

加强对青少年的调查研究。海淀
区团教工委和少工委先后开展了 《00
后青少年思想意识状况调查》《核心价
值观培育路径与载体调研》 等多项研
究，找准学生需求，推出精准服务，
强化有效引领。所编辑的 《中学共青
团标准化管理指导手册》 荣获全国共
青团研究成果一等奖，还推动了 14 项
团组织课题、10 项区教科所课题的立
项工作，并编辑 《海淀区中学优秀共
青团理论研究成果选编》《落实群团改
革精神 做新时期团队干部》 等理论成
果。

利用重要教育契机，不断加强对
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
一方面，充分利用纪念日教育契机和
时间节点，开展“烈士纪念日”“网上
祭英烈”“向国旗敬礼”“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纪念建党 95 周年”“纪念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等系列爱国
教育实践活动；组织中小学生积极参
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典礼；在开学典
礼、升旗仪式等学校日常教育活动中
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另一
方面，利用传统节日，开展春节、元宵
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主题活动，弘
扬传统文化，增进儿童、青少年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增强共
青团、少先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推动共青团活动、少先队活动课
程化。课堂是中小学教育的主阵地，
为了让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能够真正进入学生头脑，落实
为行动，海淀区教育系统积极推动共
青团、少先队活动课程化，并将共青
团、少先队活动纳入海淀区德育课程
体系。目前，团教工委、少工委办公
室已经编写出版教材 《中国传统节
日、纪念日活动课程指导手册》 及

《方案设计》 丛书，在全区各学校开展
传统节日、纪念日主题教育活动。为
了加强少先队活动课程建设，海淀区

申报成为全国首批少先队活动课程实
验区，编写并在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

《少先队活动课程教师指导手册》 丛
书，在区教师进修学校设置专职少先
队活动课程教研员，开展全区教研活
动，并连续两年举办全区少先队优秀
活动课课程展示。

让学生成为团队活动的主人。在
校团委、少先队大队的指导下，各学
校普遍以学生为主体，设计和开展丰
富多彩的团队活动。全区中小学先后
举办了“我的中国梦”“与人生对话”
主题团日活动、“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学
生主题辩论赛，以及“红领巾相约中
国梦”“我是向上向善好队员”等活
动，鼓励活动的设计、组织、评价都
由学生自主完成。

为了服务青少年全面成长，团教
工委围绕教育改革将团的活动纳入学
生综合素质评定，发挥组织育人优
势，通过开展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
活动，搭建学生成长发展的平台。海
淀区在全市率先成立海淀区中学学生
会总会，率先成立教育系统志愿服务
联合会，构建了“一心双环”团学组
织格局，为学生团干部提高组织领导
和团队合作能力提供路径。海淀区教
育系统志愿服务联合会荣获“中国青
年志愿者优秀组织奖”。为了巩固少先
队阵地建设，增强学生的获得感，展
示全区少先队鼓号队风采，少工委组
织举办了八届红领巾鼓乐团风采展示
活动，大力展示优秀红领巾队员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通过“美德少年”

“最美中学生”等评选活动，鼓励中小
学生寻找身边的榜样，在少年儿童中
树立优秀典型。

在 《中学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
出台后，海淀区团教工委第一时间组
织全区学习，进一步统一思想，把准
方向和契机，努力为改革凝聚共识。
通过开展专题调研，在了解学区、学
校的意见及需求基础上，拟出台海淀
区相应的落实文件或实施细则，确保
改革要求和措施落地生根。并以海淀
区申报成为中学共青团改革示范区、
北京市第五十七中学被确定为全国共
青团改革的联系示范学校为契机，着
力打造改革创新示范点，力求形成具
有影响、可供全国推广借鉴的经验和
模式。

“长期以来，共青团和少先队一直
是北京海淀区一张靓丽的教育名片”，
海淀区教育系统团队工作主管领导乔
键说，“海淀区教育系统将以群团改革
为契机，站在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培
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度，
全面落实改革任务，以强烈的使命担
当和务实的工作举措，持续推动中学
共青团和少先队各项工作与建设，努
力开创海淀区群团工作新局面，确保
共青团、少先队工作在全国的领先优
势”。

海淀区教育系统团干部风采大赛

红领巾鼓号队风采展示活动

天安门广场集体入队

“勤学修德 明辨笃实”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辩论赛

为海淀区为海淀区““最美中学生最美中学生””颁发获奖证书颁发获奖证书

海淀区第六次少代会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