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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少 先 队 阵 地 建 设 的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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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深度专业、支持
有力的少先队理论研
究体系

建设健全完备、充满活
力的少先队组织体系

建设功能丰富、融合发展
的少先队阵地体系

建设系统科学、特色鲜明
的少先队活动体系

建设专兼结合、素质良好
的少先队工作队伍

把握少先队
的组织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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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少代会精神，公布了今后五年少先队工作布局为“1+5”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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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方案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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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工作
条例要求

第二章第七条  少先队基层组织主要职责

第四章第二十条  学校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工作职责

第五章  少先队组织文化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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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学 校 少 先 队 阵 地 的 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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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先队阵地是指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依托，由少先队员

自己创设或参与建设和管理，并经常活动和工作的固定场所。

　它具有辐射、整合、育人、经济等独特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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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队室 生物园 红领巾小邮局

社区文化站 共建单位博物馆

按
空
间
和
位
置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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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组
织
架
构
分

少先队队室 红领巾广播站

中队名片 图书角 中队特色角

种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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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阵地

组织教育类 宣传教育类 科普教育类 劳动实践类 社会服务类 综合教育类

按教育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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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少 先 队 阵 地 的 建 设 与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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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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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先队队室是少先队大队部

的所在地。它是辅导员和少先队

小骨干学习和讨论工作的场所，

是向少先队员进行组织教育的阵

地，也是展示少先队工作成果和

荣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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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义务教

育标准化学校标准》的

相关规定，队室的面积

不小于15平方米，门前

要有“少先队队室”标

志或标牌，专室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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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层宜低不宜高，方便队员使用

（2）位置显眼，光线通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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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墙侧墙

侧墙

侧墙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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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面主墙

要张贴少先队的呼号、作风、队歌和入队誓词，并悬挂队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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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
（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2005年6月3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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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地制宜、按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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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邓小平同志：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

江泽民同志：星星火炬  代代相传

胡锦涛同志：勤奋学习  快乐生活  全面发展

习近平同志：从小学习做人  从小学习立志  从小学习创造

               

国家几代领导人对少先队员的希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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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一律采用简体汉字印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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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历程队史园地（党、团、队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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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委（队长）和辅导员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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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队生活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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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委（队长）： 

（1）日常工作

（2）举行例会

（3）学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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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教育： 

（1）队章学习

（2）提供资料

（3）举办讲座

（4）交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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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2）队委（队长）轮流值班

（3）管理好各种工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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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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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队委（队长）轮流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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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好各种工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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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号队是少先队礼仪队伍不可缺

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少先队举行活

动和仪式时使用。鼓号队一般以大队

为单位设立，队员由各中队的鼓号手

组成，由大队旗手负责。鼓号队编制

可根据各种乐器的演奏音量和各乐器

组之间音响的平衡而定。人数可在20-

60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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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先队鼓号队的组成：旗手，护旗手，指

挥员、号手、鼓手、镲手。

2.少先队鼓号队乐器搭配构成为：一个单元

号两支、大鼓一面、小鼓四面；每两个单元配

镲一对，如仅有一个单元也配镲一对。

3.少先队鼓号队的排列顺序是：旗手、护旗

手、指挥员、号手、大鼓手、大镲手、小镲手、

小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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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站是（电视台）大队主办的校内宣传阵地，它是通过有

线广播和闭路电视的形式进行宣传开展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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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领巾广播站（电视台）建设的标准：

（1）给广播站（电视台）起一个符合少先队特点的名称，这个名称要响亮，

如“小松苗广播站”、“小伙伴电视台”。

（2）广播站要以固定的开始曲、结束曲为标志；电视台则需要一个本校少

先队特色的logo（徽标）。

（3）广播站（电视台）要有一个健全的组织机构，包括编辑和播音两部分。

（4）广播站（电视台）的节目要丰富多彩、不断创新，可设置不同的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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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红领巾广播站（电视台）栏目设计参考：

新闻快车：时事要闻、校园新闻、人物采风等

文学星空：美文欣赏、精彩剧场、优秀作文、好书推荐等

科普乐园：你知道吗、卫生常识、知识讲座等

娱乐天地：开心一刻、相声在线、哈哈镜、异想天开等

为您服务：烦恼热线、每周一歌、好人好事、小刺猬说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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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播。

①宣布播音开始。如：“小螺号”广播站

现在开始广播。

②问候语。如：“亲爱的队员们，你们

好!”或“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③节目预告。如：“今天播出的内容主

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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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播音结束。

①宣布播音结束。如：“今天播音到

此结束。”“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

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②节目预告。如：“明天我们将播

出……欢迎到时收听。”

③告别语。如：“下次播音时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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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广播站（电视台）成员的选拔和推荐

        ①大队部每学年要开展一次广播站成员的选拔活动，充实广播站队伍。

        ②事先由大队委公布选拔广播站各岗位标准，选拔过程要做到公平、

公正和公开，让各中队中热爱红领巾广播事业、具有文字基本功、口头表达

能力强的少先队员加入广播站队伍。

        ③各中队辅导员也可直接向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推荐具有一定特长但没

有参加选拔活动的队员担任广播站小编辑或播音员。

　



广东省少先队标准化建设系列网络教研活动

      （8）广播站（电视台）成员的培训和教育

        学校要高度重视广播站成员的培训、教育工作，少先队辅导员要主

动向学校提出广播站成员的培训建议。大队部每学年要安排1-2次广播站

小编辑、播音员及通讯员、小记者的岗位培训活动。

        小编辑的培训内容主要为：广播稿审编技能培训、文字写作培训和

新闻基础培训。播音员的培训内容主要为：普通话培训、朗读培训和播音

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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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广播站(电视台)成员的考核和荣誉表彰

        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每学期要指导广播站做好学期考核工作，考核时

间一般安排在学期期末，考核内容主要为：采稿、编辑或播音工作的数量

和质量、岗位出勤率和工作态度。

        少先队大队部每学年要安排一次优秀小编辑、优秀播音员、优秀小

记者（通讯员）的评选表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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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红领巾广播站（电视台）的管理：

　　（1）广播站（电视台）由队员自主管理，充分调动队员参与的积极

性，可以设立红领巾广播信箱，鼓励队员们踊跃投稿。

    （2）注意广播稿的收集。

    （3）大队部可安排一名老师兼职辅导，严格把握好稿件关，定期加

强对播音员、编辑、小记者等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队员的综合能力。

　　（4）注意安全问题，对设备的使用要精心指导，严格规范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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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领巾宣传栏是少先队重要的

宣传阵地，一般设在学校较为显眼

的位置。

        可以通过文字图片和实物生动

形象地介绍国家大事，宣传队内先

进事迹，展示集体风貌，传播科学

知识，激励队员争做全面发展的好

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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橱窗专栏设计参考:

1.荣誉专栏：介绍先进事迹、 好人好事、

推介好经验

2.学习专栏：展示优秀读后感、作文、书

法、绘画等作品。

3.文体专栏：报道大队文体消息和动态。  
4.科技专栏：展示队员的小制作、小发明

等。

5.活动专栏：展示各中队精彩的队活动照

片、队员在活动后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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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领巾宣传栏的使用和管理：

       1. 少先队宣传栏是宣传少先队相关文化、知识和

信息，报头必须有少先队的标志。

       2. 定期更换宣传栏内容；

       3. 由大队宣传委员负责管理，也可以聘任有特长

的队员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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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头必须有少先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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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领巾新媒体是运用电脑通过电子网络构筑的信息发布平台，是

少先队的重要工作宣传阵地。

  红领巾新媒体有三大用途:

       1.队委会可以和队员之间通过电子邮件传递信息。

       2.建立少先队大队的数据库。

       3.除了查阅信息，队员们还可以在电脑上编辑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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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队特色阵地包括：生物园、饲养园、红领巾苗圃、科技馆、天

文台、气象站、小记者站、少年军校，体育、科技俱乐部、少年邮局、

红领巾小社团活动等等。

   各间学校可以结合自己的特色和需求，开展相关阵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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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队特色阵地的使用和管理：

   大队特色阵地建设要强调实践教育，突出自我教育，

注重寓教于乐。在使用这些阵地时要真正发挥阵地的组织

作用，让阵地成为队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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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园地（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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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力发动全国中小学少先队组织积极
开展“动感中队”创建活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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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队园地（阵地）指利用中队教室的一角由少先队员收

集资料并布置，配有文字、照片及图画、实物展示等内容，

用以陶冶、培养队员良好思想品德和生活情趣的小场所。让

每一面墙壁都会“说话”。

    一般在中队建立3-4个阵地，不宜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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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队名片

    用于展示特色中队名、特色中队口号、特色中队旗、中

队队歌、中队全家福、中队组织结构、队长姓名、中队辅导

员姓名等。还可以根据队员的喜好、中队的特点增加个性化

的内容，如：中队标志、中队目标、中队简介……

    中队名片一般设在中队门口，每学年更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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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队宣传栏根据中队实际及学校大队部安排定期更换内容，

主要有黑板报、手抄报、电脑小报等。

    办好中队宣传栏可以帮助队员开阔眼界，丰富知识，自主

参与，服务集体。

    中队宣传栏的管理：报头要有少先队的标志，定期更换内

容，小队轮流出版，人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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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的队角有“图书角” “种植角”“英雄角”“科技

角” “友谊角” “民主角”“快乐角”……

      各中队按需设置，鼓励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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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角



广东省少先队标准化建设系列网络教研活动

争章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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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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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角



广东省少先队标准化建设系列网络教研活动

友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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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角 卫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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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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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队角一般一学期或两个月更换一次。

2.队角的内容可以根据需要（如学校的教育安排；本中队的

具体情况；与大队活动相结合；与学科内容结合）随时进行更

换。

3.由队员自主管理，小队轮流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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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少 先 队 阵 地 建 设

     强 调 的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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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要突显少先队的组织属性

    （二）要充分发挥队员的主体性　　

    （三）要完善阵地的制度，规范管

理，充分发挥育人功能

    （四）鼓励创新，建设具有本校特

色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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