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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 “红领巾动感假日冶 为统揽

精心组织开展好夏令营活动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少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少工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少先队改革要求, 丰富、 规范、 创新夏令营

活动, 增强思想性、 组织性、 自主性、 实践性、 趣味性, 帮助广

大少年儿童度过快乐、 有意义的假期生活, 努力引领夏令营活动

健康发展, 根据 《关于做好 2017 年暑期少先队工作的通知》, 就

以 “红领巾动感假日冶 为统揽, 精心组织开展好今年夏令营活

动通知如下:

一、 千方百计、 大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夏令营活动

组织开展夏令营活动是共青团、 少先队的光荣传统, 近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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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受学生安全、 社会多种因素等影响, 少先队组织在这方面做

得还很不够, 制约和影响着对少年儿童的吸引力、 凝聚力和服务

水平。 各级少工委要按照少先队改革方案要求, 以改革攻坚的政

治自觉, 敢于担当, 勇于作为, 切实增强责任意识, 积极争取各

类资源, 联合当地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和社会上优质机构, 千方

百计、 大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公益性、 普惠性夏令营活动, 为

广大少年儿童快乐生活、 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提供直接服务。

各级少工委要因地制宜, 开展好不同规模、 不同内容和形式

的夏令营活动。 围绕纪念建军 90 周年, 办好红色夏令营、 国防

军事夏令营; 围绕民族团结教育, 办好 “各族少年手拉手冶 融

情夏令营; 围绕促进少年儿童成长发展, 办好乡村体验、 志愿服

务、 科技创新、 阅读、 艺术、 体育、 素质拓展、 社会体验、 环境

保护、 平安自护等特色多样的夏令营。 突出 “情暖童心冶 主题,

组织农村留守儿童、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贫困家庭和残疾以

及流动少年儿童参加公益夏令营。

各县区、 地市、 省级少工委, 在今年暑期, 都应直接主办或

联合举办 1 个以上夏令营活动。 依托和支持团属企事业单位、 社

会团体, 联合社会信誉好的机构、 单位, 举办公益性、 普惠性夏

令营, 为最广大的少年儿童实践体验创造条件。

各级少工委不得和境外组织、 宗教组织联合开展或支持开展

任何形式的夏令营活动。

二、 协同打造 “红领巾动感假日冶 夏令营活动品牌

1. 积极开展 “红领巾动感假日冶 公益性夏令营示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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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少工委要根据当地实际, 积极争取财政支持和社会赞助, 开

展公益性夏令营示范活动。 可联合当地中国青少年宫协会成员单

位一起进行。 公益性夏令营活动成员建议以农村留守儿童、 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贫困家庭和残疾以及流动少年儿童等特殊少

年儿童群体为主。

各级少工委都要探索通过网站、 微信公号等新媒体发布免费

名额等方式, 让当地符合条件的孩子都有机会报名参加公益性夏

令营活动。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联合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 中国少

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团中央网络影视

中心、 中国青旅集团公司及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等, 集中打造 “红

领巾动感假日冶 公益夏令营活动品牌。 各级少工委在开展公益夏

令营活动时, 也请使用 “红领巾动感假日冶 这一集中品牌, 以

在全社会形成品牌效应。

2. 积极依法开展普惠性、 市场性夏令营活动。 各级少工委

支持团属事业单位、 各级青旅协会成员单位、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

成员单位自己或联合当地信誉好的社会机构、 单位, 根据市场需

求, 开展普惠性、 市场性夏令营活动。 普惠性、 市场性夏令营活

动要做到不以营利为目的, 价格合理, 保证质量, 管理严谨, 确

保安全。

各级少工委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获取任何营利和报酬。

3. 大力宣传、 推介团属夏令营活动品牌。 各级少工委要通

过各种媒体平台, 大力宣传、 推介团属夏令营活动品牌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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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要注重加强对夏令营活动品牌的管

理, 形成有效机制。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将通过中国少先队网、 未

来网、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和中国红领巾、 未来网红领巾集结号等

微信公号等平台, 对各类公益性、 普惠性夏令营活动进行大力宣

传和推介。 各地组织实施的夏令营活动也可申请在未来网平台公

布 (联系电话: 010—57380513, 邮箱: 408052107@ qq. com)。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将依托中国青少年宫协会、 少先队媒体

等, 在今年暑期结束后, 分别推选出 2017 年 100 个全国夏令营

示范活动、 100 个全国夏令营活动先进组织单位、 100 名全国夏

令营活动先进工作者、 100 个全国夏令营优质活动基地, 进行集

中宣传和鼓励。

三、 积极培育共青团、 少先队组织开展的夏令营活动核心竞

争力

1. 突出思想性。 各级少先队组织开展的夏令营活动, 要主

题鲜明, 内容绝对健康, 寓教于乐, 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地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希望和要求, 引导少年儿童 “热爱

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冶 “记住要求、 心有榜样、 从小做起、

接受帮助冶 “从小学习做人、 从小学习立志、 从小学习创造冶,

在体验中提高思想认识, 锻炼能力本领, 培养良好素质。

2. 注重组织性。 各级少先队组织开展的夏令营活动, 要突

出少先队组织特色, 形成团属夏令营活动的特色。 在夏令营活动

组织过程中, 要体现少先队元素, 可以设立夏令营大、 中、 小

队, 选举小骨干, 用好少先队礼仪及大、 中、 小队队旗, 创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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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 “雏鹰奖章冶 激励等。 要让孩子们自主参与管理, 鼓励同

伴教育。

3. 确保安全性。 各级少先队组织开展的夏令营活动, 要高

度重视、 认真研究制定安全预案, 想细想深想透, 建立安全管理

责任制, 尽最大努力确保安全, 提高应急处理能力。 提前做好安

全检查, 杜绝各种隐患。 要足额购买保险。 要配齐配强夏令营辅

导员和工作人员, 开展安全培训。

请各省级少工委联合中国青少年宫协会成员单位, 于 9 月 10

日前, 将本省份开展夏令营活动情况报至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好

活动图文说明和音视频案例可随时报送。

联系人: 徐咏诗摇 于童瑶

电摇 话: (010) 85212658摇 67010647

传摇 真: (010) 67019079

邮摇 箱: sxdxly@ china61. org. cn

附件: 团中央及直属单位直接组织开展的部分 “红领巾动感

假日冶 夏令营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6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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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团中央及直属单位直接组织开展的部分

“红领巾动感假日冶 夏令营

1. “红领巾动感假日———井冈精神代代传冶 夏令营

时间、 地点: 第一期 7 月中旬, 第二期国庆节期间, 井冈山

主办单位: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

教育基地

2. “红领巾动感假日———各族少年手拉手冶 夏令营

时间、 地点: 7 月下旬、 8 月, 西藏拉萨、 新疆地市州

主办单位: 全国少工委、 西藏少工委、 新疆少工委

3. 红领巾动感假日———红领巾中西部地区乡村体验志愿服

务营

时间、 地点: 8 月, 山西大同、 内蒙古包头白云鄂博、 青海

西宁

主办单位: 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

4. “情暖童心———童行中国·夏梦有我冶 公益夏令营

时间、 地点: 8 月上旬, 浙江横店

主办单位: 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

5. “情暖童心———红领巾万里行·筑梦蓝天冶 公益夏令营

时间、 地点: 7 月底 8 月初, 河南驻马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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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 河南蓝天集团有限

公司

6. “情暖童心———手拉手·共成长冶 爱心公益行体验营

时间、 地点: 江苏徐州、 江西吉安、 陕西西安、 福建泉州、

新疆克拉玛依

主办单位: 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

7. “红领巾动感假日———遇见未来冶 艺术与科技公益体验

夏令营

时间、 地点: 北京, 8 月上旬

主办单位: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8. “红领巾动感假日———放飞梦想·爱心启航冶 民航科普

公益夏令营

时间、 地点: 7 月上旬, 四川成都

主办单位: 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 中国民航科普基

金会

9. “红领巾动感假日———少年读书说冶 手拉手阅读主题夏

令营

时间、 地点: 8 月下旬, 北京

主办单位: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10. 红领巾动感假日———京津冀优秀少先队员武术体验公益

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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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点: 7 月中旬, 天津

主办单位: 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 中国青少年宫协

会、 中国武术协会

咨询电话: (010) 85212658摇 67010647

联 系 人: 徐咏诗摇 于童瑶

摇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29 日印发

(共印 1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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