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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文明办 〔⒛ 17〕 5号

★
关于转发 《中央文明办关于运用重要时间节点
“
”
深化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的通知 》的通知
各 县 (区 )文 明办 、教育局 、各相关单位

:

现将 《中央文明办关于运用 重要 时间节点深化 “
我的中国
梦

”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 (文 明办 (⒛ 17〕 6号 )转 发

给你们 ,请 结合实际并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认真贯彻落实。每
项 活动结束后及 时报送活动信息和照片等有关资料 至市文明办
思想道德建设科 ,邮 箱 :hnwmb2005∩ 16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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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明办 〔⒛ 17)6号

中央文明办关于运用重要时间节点深化
″
″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
各省 、 自治 区、直辖 市文明办

:

根据中央文明委工作安排 ,今 年将继续运用重要时间节
”
点,组 织广大未 成年人 开展 “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 中、六
中全会精神 ,深 入 学习贯彻 习近平 `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 战略 ,以 迎接 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为
主线,围 绕 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 ,突 出爱党爱 国主题 ,抓 住重要
时间节点,结 合建 军 90周 年 、香港回归 ⒛ 周年 等重大纪念活
动 ,扎 实开展系列教育实践 ,引 导未成年人树 立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 自信 、理论 自信 、制度 自信 、文化 自信 ,争 做践行社
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一代新人 ,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努力学 习、健康成长 。
二 、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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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 动 内容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人

,

以节点活动推 动中国梦学 习教育广泛深入开展 。重 点抓好 四项
活动:清 明祭英烈 以缅怀先辈、学会感恩为主题 ,组 织瞻仰宣
誓 、祭扫献花 、慰 问帮挟烈士家属等活动 ,引 导未成年人学习
党史国史和英模事迹 ,感 知幸福 生活来之不 易,继 承先烈遗
志、传承 红色基 因、弘扬优 良传统。学习和争做美德少 年 以崇
德 向善 、见贤思齐为主题 ,对 美德少年 、最美少年等少年典型
进行梳 理 ,在 网上 以图文 、动漫 、视 频等形 式进行展示,在 网
下开展巡讲巡演 、座谈交流 、学雷锋 志愿服务等活动 ,引 导未
成年人从小崇尚美德 、践行美德 。童心 向党突出知党爱党 、听
党话 跟党走主题 ,以 中小学校为主体 ,依 托各 类活动阵地 ,精
选歌颂党 、歌颂祖 国、歌颂 中国梦和反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的优秀歌 曲,组 织未成年人唱响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 、改革
开放好 、伟大祖国好 、人 民军队好的主旋律 。 向国旗敬 礼突出
爱国主义 、家国情怀主题 ,组 织升国旗唱国歌 、观看红色影
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等教育实践 ,引 导未成年人强化爱
国意识 、激发 报 国志向,用 中国梦引领人生航 向,坚 定 自觉地
跟党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2.活 动形 式。坚持集中与经常相 结合 、网上 与网下相 结

合 ,深 化拓展 中国梦学习教育 内涵。一是抓好教育实践 。紧扣
活动主题和节 日内涵 ,结 合本地文化特色和教育资源 ,针 对未
成年人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 ,创 设少年儿童喜闻乐见 的载体形
式,引 导他们在参与中获得切身感悟 ,坚 定热爱党 、热爱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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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热爱社会 主义 、热爱人 民军队的情感信念 。二是发挥 网络
作用 。配合 四项 活动开展 ,依 托本地文明网开设 专题 、专栏或
专门网页,刊 登工作信 息 ,反 映活动情况 ,链 接符合 主流价值
取 向、与节 日紧密相关的资料 ,组 织少年儿童上 网学 习、 留言
寄语 ,在 潜移默化 中接受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熏陶。三是 营造
宣传 氛围。充分运用 报刊 、广播 、 电视 等传统媒体 ,开 辟微
博 、微信 、客户端 、QQ群 等新媒体传播平 台,及 时报道 当地活
动进展 ,有 效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 。
3.时 间安排 。教育实践活动贯穿全年 ,四 项节点活 动时间

相对集 中。 网上展示 时间为:清 明祭英烈活 动主要集 中于 3月
31日 至 4月 7日 开展 ,学 习和争做美德少年活动主要集 中于 5

月 31日 至 6月 7日 开展 ,童 心 向党歌咏活 动主要集 中于 6月
28日 至 8月 底开展 ,向 国旗敬礼活动主要集 中于 9月 27日 至
10月 10日 开展 。各项活动的网上展示请于开始前两天 ,将 本

地制作 的专题 、专栏或专门网页的链接地址发 至 中国文明网邮
箱 。每项 活动开展期 间和 结束后 ,各 地要将 工作信 息 、活动情
况及 时上 报 。
三、工作要求
”
1.提 前安排部署 。开展 “
我的中国梦 学 习教育实践活
动 ,是 运用重要时间节点,引 导未成年人 培育和践行 社会 主义
核 心价值观 的有效载体 ,是 加强和改进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的一项重要工作 。今年不再统一组织网络签名 ,各 省 (区 、
市 )要 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 ,自 行组织网上和 网下活动 ,做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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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展 示。各地要高度 重视 、及早安排 ,精 心制定全年计划和
实施方案 ,确 保 活 动按 时有效开展 。
2.落 实工作责任。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切实履职尽责 ,协 同

配合 、同向发力 ,共 同抓好教育实践活动。各级文明办要做好
联络协调 、督促服务工作 ,对 本地文明网设计的活动专题 、专
栏和专 门网页严格把关 ,对 上传 的活动信 息、学 习资料认真审
核 ,避 免政治性 、常识性错误 。要加强与教育 、共青 团、妇
联 、关工委等部 门的沟通联络 ,利 用 中小学校 、家长学校 、青
少年宫等阵地 ,组 织未成年人广泛深入参与活动。
3.注 重工作创新 。要加 强统筹、拓展 内涵 ,把 中国梦学 习

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教育 以及
文明校 园创建等有机结合起来 ,促 进 活动常态化开展 。要因地
制宜 、分层分众 ,照 顾未 成年人成长 需求 ,适 应不同年龄段未
成年人特点,创 新形 式、丰富内容 ,增 强活动吸 引力感染力和
针对性有效性 。要坚持 主题统一、载体多样 ,鼓 励基 层创新创
造 ,提 倡地方结合实际开展工作 、打造 品牌 ,确 保 活动落到实
处 、取得 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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