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少年儿童“双有”活动组委会 
 

关于开展 2017年全国少年儿童 

“心中有祖国 心中有他人”主题教育活动的 

通 知 

 

各相关校外教育单位： 

2017年，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年，是“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之年，也是“心中有祖国 心中有

他人”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三十周年。经研究，全国少年儿童“双

有”活动组委会决定以此为契机，策划开展“童心向党 爱创未

来”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听党话、跟党走，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力量。现将活动通知下发，望各地根据自身实际、因地

制宜，积极组织参与！  

 

附：活动方案 

 

     全国少年儿童“双有”主题教育活动 

                                 组织委员会 

                              2017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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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少年儿童 

“心中有祖国 心中有他人”主题教育活动 

方 案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 

主办单位：中国儿童中心 

          全国少年儿童“双有”活动组委会 

二、活动主题 

童心向党  爱创未来 

三、活动目的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努力成长

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的号召，扩大“双

有”主题教育活动的品牌影响力，促进学校、家庭、校外有机

结合，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引导广大少年儿童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砥砺品格，用爱心和智慧创造更加

美好的未来。 

四、活动内容 

1.举办“牢记期望，茁壮成长，百万童心心向党”照片征

集活动 

党中央一直以来都亲切关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特别是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少年儿童

提出了殷切期望，为了引导广大少年儿童记住期望要求，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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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崛起、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奋发努力，全国“双有”组委会将

于 9 月举办“牢记期望，茁壮成长，百万童心心向党”照片征

集活动，通过创意照片这种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孩

子对于寄语的理解、思考和行动，用童声祝福十九大的胜利召

开。（具体方案见“附件 2”） 

 

2.举办“我爱我家 传承美德”全国少年儿童图文创作大赛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

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

五年规划(2016—2020 年)》提出，“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引导家庭成员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家庭观、国家观和民族观”

要求，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

里团结”家庭美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每个家庭，

推动我国家庭教育创新发展，形成有利于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

2017 年 4月至 8月，“双有”组委会将以“我爱我家 传承美德”

为主题开展儿童图文创作大赛。（具体方案见“附件 3”、“附件

4”） 

 

3.开展“双有走过三十年”纪念活动 

从 1987年至今，在主办单位的领导和支持下，全国各地校

外教育单位积极响应“双有”活动，活动持续不断地开展了 30

年，通过寓教于乐、实践育人的公益性德育活动，引导全国广

大少年儿童积极参与，在活动中促使孩子们提高自身素质，培

养道德素养。为总结过去 30 年的“双有”经验，丰富校外教育

活动的内涵，创新校外教育活动新模式，进一步扩大“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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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影响力，组委会将在 2017年开展“双有走过三十年”纪念

活动，召开举办一次全国“双有”主题教育工作研讨活动、出

版一部优秀论文、案例集。（具体方案另发） 

 

五、活动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童心向党 爱创未来”主题教育

活动，是“双有”组委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要求，引导广大中小学生树立坚定理想信念、培养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工作。各地校外教育单位要高

度重视、统筹安排，根据实际情况填报活动申报表（见附件 1），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加强对活动的领导和组织协调。 

2.精心组织，层层发动。要通过层层动员，调动当地学校，

尤其是双有基地校和广大中小学生的积极性，把学生的参与面

和参与度作为评价活动的第一标准，使宣传、展示、实践的过

程成为教育引导学生的过程。要注重充分体现校内校外结合、

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兴趣，注重实效。 

3.大力宣传，扩大影响。要广泛开展全媒体宣传，对“童

心向党 爱创未来”双有系列活动和各地活动开展情况持续宣传

报道，借助召开媒体发布会营造浓厚氛围。各地校外机构、学

校和社区要组织本地区有影响力的网站与活动主网页链接联动，

积极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开展活动宣传，引导学生对双有

活动开展情况展开讨论，传递中国少年继承优秀传统、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青春正能量。 

    中国儿童中心负责“双有”活动的组织开展，组委会办公

室设在中国儿童中心教育活动部，负责具体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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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少年儿童“双有”组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马菁、金珊、赵以燕、褚鹏飞 

电  话： 66168770、66110826、66519766、66160151(传真) 

邮  箱：shuangyou07@126.com 

网  址：www.ccc.org.cn 

QQ 群号:92080266（请“双有”活动负责人务必加入并关注） 

 

   

 

http://www.chinashuangy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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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全国少年儿童“童心向党  爱创未来”主题教育活动 

申 报 表 
 
报名单位：                 联系人及职务：             手机：              邮箱或 qq： 
序
号 活动内容 

是否参与
“√” 若选择“否”，请填写放弃理由 

1 
“牢记期望，茁壮成长，百万童心心向党”照片征集活
动 

是□ 否□ 

 

2 “我爱我家 传承美德”全国少年儿童图文创作大赛 是□ 否□ 
 

3 “双有走过三十年”纪念活动 是□ 否□ 

 

特别提示：请认真填写活动申报表，“双有”组委会将把申报表的填写和所做活动提交的材料，作为年底“双有”总
结表彰的必备依据。申报表请于 2017年 4月 30日前发至“双有”邮箱：shuangyou0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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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牢记期望，茁壮成长，百万童心心向党” 

照片征集活动方案 

党中央一直以来都亲切关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特别是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少年儿童

提出了殷切期望，习总书记已经连续四年在儿童节期间与小朋

友们在一起或者回信。少年宫、民族小学、大会堂……留下了

总书记同孩子们亲切接触的点点滴滴。2017年，“双有”组委

会以“牢记期望，茁壮成长，百万童心心向党”为主题，举办

照片征集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员记住习近平总书记的关

怀和要求，帮助少先队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程度，认

识和理解期望要求的内涵，培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力所能及地行动起来。 

一、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期望和要求摘选 

1. 自己的事自己做，他人的事帮着做，公益的事争着做 

2. 通过劳动播种希望、收获果实，也通过劳动磨炼意志、

锻炼自己 

3. 热爱自然是一种好习惯，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少

年儿童要在这方面发挥小主人作用 

4. 既勤学书本知识，又多学课外知识，还要勤于思考，多

想想，多问问 

5. 立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 

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 树立远大志向、培育美好心灵 

8. 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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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熟记熟背，让它们融

化在心灵里、铭刻在脑子中 

10. 学习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美好事物，在学习中养成

好的思想品德追求 

11. 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积

累，养成好思想、好品德 

12. 听得进意见，受得了批评 

13. 养成严格要求自己、虚心接受批评帮助的习惯 

14. 培养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 

15. 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 

16. 从小学习做人，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造 

17. 有品德、有知识、有责任,要坚持品德为先 

18. 学习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

新风尚 

19. 热爱生活,懂得感恩,与人为善,明礼诚信,争当学习和

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小模范 

20. 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爱祖国、爱人民、爱

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 

21. 从小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努力做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好

孩子,做祖国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接班人 

22. 争当勤奋学习、自觉劳动、勇于创造的小标兵 

23. 好好学习，砥砺品格，长大后报效祖国和人民 

24. 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25. 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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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时间：2017 年 4月-9月 

三、活动对象：1-6 年级学生 

四、活动要求 

1.可单人或多人出镜，氛围要求活泼、阳光、喜气。  

2.在较具代表性的地点，在纸或题板上写上“牢记期望，

茁壮成长，百万童心心向党，我会记住习爷爷‘……’的期望

和要求，我在……（地理位置），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3.省略号里的句子请从前文自行选取。 

4.图片像素不低于 800万，大小 3-5MB，图片清晰，纸上

文字鲜明、醒目、突出，照片采用 jpg格式，文件名为姓名+

学校全称+年级.jpg。 

5.请参与活动的各校外教育单位将符合要求的图片连同作

品登记表打包压缩，以附件形式发送至 baiwantongxin@126.com，

邮件名为姓名+学校全称+年级+照片征集活动。 

6.图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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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时间安排 

1.4 月至 6 月，请各校外教育机构积极组织当地少年儿童

参与，征集符合要求的作品，并上传至活动邮箱。 

2.7 月至 9 月，组委会将筛选作品，在相关网站进行上传

展示。 

六、奖励形式 

组委会办公室将根据上传情况和活动开展情况，对活动组

织突出的单位授予优秀组织奖。 

七、注意事项 

1.鼓励作品报送者和社会公众利用移动互联网对照片进行

微信、微博转发，以扩大该活动的影响力，发挥更大的社会教

育价值。 

2.照片肖像权、著作权归本次活动所有；报送的照片及视

频如若发生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引起的任何

法律纠纷由报送者本人承担。 

3. 本项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组委会所有。 

附录： 

作品登记表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年级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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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7 年“我爱我家 传承美德”儿童图文创作大赛 

方案 

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传承美好家风，2017 年 “双有”组委会以“我爱我家 传承美

德”为主题，继续开展儿童图文创作大赛。 

一、 活动时间：2017年 4 月-8月 

二、 活动对象：小学 1-6 年级学生 

三、 活动内容 

本次图文大赛以“我爱我家 传承美德”为主题，引导儿童

通过手中的画笔描绘和抒写对家庭及家人的情感与热爱，传承

美好家风，歌颂优良品德，通过活动将美德深深植根在孩子们

的心里，把美好的家风渗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进而

推动家庭美德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会贯通于每个家

庭成员的日常行为里，传递家庭正能量，树立社会新风尚。 

四、 活动流程 

1.创作并提交作品（4-6月）：请各单位收到通知后，立即

将活动布置到校，并发动学生按要求进行创作。6 月 15 日前，

请将推荐的参赛作品（1-3 年级 10 幅、4-6年级 10 幅）寄达组

委会，超出 20幅的作品不予参评。    

作品寄至：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43 号中国儿童中

心教育活动部  褚鹏飞 （收） 13810221153 

2.审核并评选作品（7-8 月）：7 月中旬，组委会将组织专

家评审团，按照年级组，分别评出一等奖 20 名，二等奖 30名，

三等奖 50名，以及优秀组织奖、优秀辅导奖、优秀作品奖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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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3.总结展示（9-10 月）：选取各地优秀作品，师生共同加

工创作，收录成图文绘本集，结合互联网+科技，可制成语音点

录版本，线上线下共同传颂美好家风，提升活动传播性。  

五、 具体要求 

1. 创作要求: 

    参赛者分为 1-3 年级和 4-6 年级两个组别。学生在老师指

导下用4张 16K美术纸(21x29cm),分别画出内容有关联的4格

图画，展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并标明序号。每格图的文字说明，

以不超过 20 字为宜，打印出来贴在图画背面，文字序号一定要

与图画序号一致。 

2.选送要求: 

（1）作品原件：将 20 幅作品原件(1-3年级和 4-6年级各

10 幅) 装进大信封,然后将作品名称、作者姓名、学校、年级、

指导教师、推荐单位，打印下来贴在信封正面。 

（2）作品电子版：先将每幅作品原件按顺序分别拍摄， 

并标注序号，然后按序号排列成 □□ 图样完整拍摄，连同 

                         □□ 

分别拍摄的 4 张照片一起，总共 5 张照片，照片序号与原件序

号务必一致。请将 5 张照片连同作品信息一起，以电子版的形

式发至“双有”邮箱。组委会不接收学校和个人作品，各地多

推荐的作品一律不予参评。 

    （3）要求各参赛单位认真组织辅导，根据当地情况及创作

者自身的特点细化创作方案，在“我爱我家 传承美德”主题之

下，自拟具体的创作题目，选取创作素材，尽量贴近生活，避

免形式主义和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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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7 年“我爱我家 传承美德”儿童图文创作大赛信息登记表 

 

选送单位：                 联系人及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或 qq：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所在学校 所在年级 指导教师 手机 

1       

2       

特别提示： 
1、绘画作品必须是个人原创，不得抄袭，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 
2、参赛作品版权归属主办单位所有，作者享有署名权。主办单位有权保留作品且在相关活动中使用（包括展 
   出，在媒体及宣传资料上使用，如网站、海报、出版物等）。 
3、作品电子版格式要求：绘画作品拍摄为 jpg格式，文件大小不得低于 2M 。文字一律用 Word文档,和图画 
   分开，并注明编号和作者。 
4、请将所拍摄的作品和登记表电子版发至“双有”邮箱：shuangyou07@126.com，作品原件快递至组委会。 
5、截止日期：2017 年 6月 15日前，逾期不收。 

 

mailto:shuangyou07@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