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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关于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全国

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

委,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

委: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抓住用好这一重大契机, 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

育和纪念活动, 对于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 深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践行, 组织引导广大青年更加踊跃地投身实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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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伟大实践,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组织

开展宣传教育和纪念活动的要求部署,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活动主题

勿忘国耻摇 圆梦中华

二、 总体思路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 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冶 重

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 以 “勿忘国耻 摇 圆梦中华冶 为主题, 广泛开展宣

传教育和纪念活动, 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

和平、 开创未来。 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 着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中国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 宣传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全

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 宣传主持正义的

各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贡献, 弘扬伟大抗战精

神, 唱响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的主旋律, 引导广大

青少年紧跟着党,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

严治党,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维护世界和平, 激励亿万青

少年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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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一百年冶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推

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努力奋斗。

三、 主要内容

1.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伟大意义的宣传教育。

要引导青少年深刻认识到,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

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 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

地位, 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深刻认识到, 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

的气概、 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能力, 全面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2. 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宣传教育。 要引导

青少年深刻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 维护民族

利益最坚决、 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 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 深刻认识到,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

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才能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和人民幸

福, 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和制度自

信。

3.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东方主战场的宣传教育。

要引导青少年深刻认识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和民族尊严绝不允

许任何势力侵犯, 同时任何力量也不能动摇我们坚持和平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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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 深刻认识到, 中国人民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同世

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成果, 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为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

4. 深入开展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的宣传教育。 要引导青少

年深刻认识到,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视死如归、 宁

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不畏强暴、 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百折不

挠、 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共同构成了抗战精神的核心内容; 深刻

认识到, 伟大的抗战精神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 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深刻认识到, 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上, 必须始终高扬爱国主义的

伟大旗帜, 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 激励全体人民克服一

切艰难险阻,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四、 活动安排

1. 普遍开展团队教育活动

———围绕讲好抗战故事, 动员广大基层共青团、 少先队组

织, 普遍开展 “五个一冶 活动 (阅读 1 本优秀抗战历史图书、

观看 1 部抗战题材优秀影视剧、 参加 1 次缅怀纪念活动、 分享 1

次个人体会、 参加 1 次网络传播), 广泛讲述、 传播抗战历史故

事和抗战英雄人物故事, 大力弘扬抗战精神。 在 “七七冶 全民

族抗战爆发纪念日、 “九三冶 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后, 要集中开展

活动、 掀起活动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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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清明、 五四、 六一、 一二九和烈士纪念日、 国家公

祭日等重要时间节点, 围绕主题开展入团入队、 重温入团入队誓

词、 成人宣誓等仪式教育活动, 开展学习报告、 座谈交流、 征文

演讲等活动, 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增强在

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决心。

———发挥好青联、 学联及各类青年社团组织作用, 面向不同

青少年群体, 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宣传教育和纪念活动。

2. 大力开展全媒体宣传和网上纪念活动

———强化网上正面宣传。 在中国青年网、 未来网等团属重点

网站开设活动专题页面, 深入开展 “网上祭英烈冶 活动, 采取

“千网联动冶 等方式, 扩大社会影响。 在各个重要时间节点, 集

中开设 “勿忘国耻 摇 圆梦中华冶 “铭记历史 摇 缅怀先烈冶 等话

题, 组织中央、 省、 市、 县四级团组织微博微信矩阵联动发声,

充分发挥共青团网络宣传队伍作用, 形成网上缅怀纪念和宣传教

育的强大声势。 针对错误历史观点和言论, 积极开展网络舆论斗

争。

———组织创作主题网络文化作品, 加强优秀内容提供和宣传

推广。 联合社会专业力量, 组织编创一批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和

青少年认知特点的动漫、 微视频、 图文微博微信等网络文化产

品, 吸引青少年主动阅读、 广泛传播。

———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团属报刊、 杂志、 出版、 网络等新闻

宣传和舆论阵地作用。 积极组织开设专栏专版、 刊发重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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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 及时、 准确传递中央声音, 积极做好全国性重要纪念活动

的宣传报道,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结合青少年对外交流工作, 有针对性地做好对外宣传,

传播我国政府的声音主张。

3. 组织开展实践体验教育活动

———组织青少年到革命烈士陵园、 抗战纪念地开展敬献花

篮、 宣读祭文等主题祭扫活动, 缅怀抗战烈士的英勇事迹和崇高

精神。 充分发挥抗战胜利纪念馆、 抗战遗址、 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青少年教育基地等抗战纪念设施的作用, 组织青少年开展参

观瞻仰、 志愿讲解等活动, 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体验中接受教育。

在北京等部分抗战历史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城市, 依托国家级抗战

纪念设施和遗址, 通过分站接力的方式, 组织大中学生开展主题

纪念活动。

———重点结合军队百个英模功勋单位、 地方百所大学团组织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建共育冶 活动, 组织青年学生、 地

方团员青年代表, 就近就便参观部队军史馆, 开展学习交流, 接

受抗战军史教育和国防教育。

———关注抗战老战士、 老同志、 抗战烈士遗属, 了解他们的

所需所想, 组织团员、 青年志愿者开展走访、 慰问、 帮扶等活

动, 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结合深化青年文明号、 青年岗位能手、 三下乡、 少年军

校、 我的绿色长征等共青团特色活动, 引导广大青少年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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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 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行, 在各自岗位上为实现中国梦

作贡献。

五、 工作要求

1. 高度重视, 把好导向。 要牢牢把握中央精神和活动主基

调, 紧紧围绕 “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冶 主题, 正确把握前 6 年局

部抗战与后 8 年全面抗战的关系, 正确把握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与

敌后战场的关系, 正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 东方主战场与欧洲战场的关系, 引导青少年积极爱国、 理性

爱国, 确保活动的政治方向。 要严格遵守有关宣传口径, 把牢舆

论导向, 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

2. 广泛动员, 创新载体。 要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优势, 积

极组织学校、 企业、 农村、 街道 (社区)、 机关事业单位、 “两

新冶 组织等各领域团组织普遍行动起来, 结合各地和不同青少年

群体实际设计开展活动。 要切实尊重青少年主体地位, 把突出思

想教育内涵与创新活动载体紧密结合起来, 多采用青少年喜闻乐

见、 便于参与的方式开展活动, 最大限度地吸引青少年广泛参

与。

3. 统筹推进, 务求实效。 开展抗战胜利 70 周年主题宣传教

育和纪念活动, 是今年深化中国梦学习宣传教育、 引导青少年培

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 宣传战线要抓好统筹协

调, 各战线要各负其责、 抓好落实。 各级团干部要率先垂范、 接

受教育, 县级和县级以上团委领导班子成员要主动参加基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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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加强指导。 要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的有关规

定, 坚持务实节俭, 禁止铺张浪费。 要加强对青少年活动场所和

集中性活动的安全管理, 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本通知精神, 结合 《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广

大青少年中进一步深化中国梦学习宣传教育的通知》 (中青发

也2015页 10 号), 统筹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团员青年中开展宣传教育的安排, 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根据

本通知精神作出部署。

联 系 人: 张摇 龙摇 高摇 亮

电摇 摇 话: 010-85212199

电子信箱: 85212199@ 163. com

共青团中央

2015 年 3 月 25 日

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4 月 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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