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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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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少先队活动仪式教育1

少先队活动仪式教育的实操与规范要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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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式，简单来说是指“典礼的秩序形式”，是在一定场合举行，具有专
门程序、规范的活动。
       从外部来说，仪式有三个特征：1.具有群体性；2.体现一定群体的文化特
征；3.它是识别群体差异的标志。
       从内部来说，仪式的功用就在于提供、促进并传递一种身份认同，你认
同了这些仪式，也就说明你融入了这个群体。

（一）为什么要进行少先队仪式和少先队仪式教育？

                     
             广东省少先队标准化建设系列网络教研活动  ——少先队活动仪式教育的规范与要求



    目前少先队仪式教育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1.  重活动，轻仪式；重大型仪式，轻日常仪式
    2．教育内容杂乱化，组织教育的力量被削弱 
    3．仪式设计不规范，仪式感弱化，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一）为什么要进行少先队仪式和少先队仪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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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式和教育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两者存

在着必然的联系。仪式是教育的一种方式，

教育活动是深化对仪式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

透过仪式和教育活动的有机结合，实现教育

的内外兼修。

（一）为什么要进行少先队仪式和少先队仪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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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先队仪式是队旗、队礼、队歌、红领巾、呼号、宣誓、鼓乐、队服、

队标志等综合运用的少先队特有礼仪，以及用这些礼仪综合组织的各种仪式。

（二）什么是少先队仪式？

《中国少年先锋队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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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少先队仪式有哪些要素？

少先队仪式是少先队组织特有的一种集体礼仪，是由少先队的各级队伍、队旗、队礼、队歌、
鼓号与呼号等六个要素串连起的一套系列化与程式化模式。

    少先队仪式是由少先队的各级队伍、队旗、队礼、队歌、鼓号、呼

号等六个要素串连起的一套系列化与程式化模式。是少先队组织特有

的一种集体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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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先队仪式是少先队组织
属性和个人身份的标识；

2.少先队仪式是传递少先队
价值理念的重要渠道。

（三）少先队仪式有哪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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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先队仪式教育是少先队组织者以少先队仪式为载体，有目的、

有计划地对少先队员施加影响。通过仪式教育的实施，培养少年儿童对少

先队组织的认同感、荣誉感、责任感和归属感，强化队员遵守少先队章程，

自觉履行队员权利和义务，服从队的决议。实现少先队组织意识培养。

  （四）什么是少先队仪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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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感体验 

2.规范行为 

3.强化身份认同

（五）少先队仪式教育有哪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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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组织仪式可分为三类：

       1.队员入队仪式、离队仪式，大中小队建队仪式，队干部选举仪式、就职仪式，辅导员

受聘仪式。

       2.大、中、小队队会仪式，重大节日、纪念日的集会仪式。

       3.少先队主题活动仪式、升旗仪式、检阅仪式、夏冬令营开营闭营式。

（六）少先队仪式教育的分类

《中国少年先锋队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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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规范少先队组织文化建设，加强对少先队
员的组织教育，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根据《中
国少年先锋队章程》和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
有关规定，就……仪式等，明确以下基本规范。
……
第九条    队会仪式基本程序
第十条    入队仪式基本程序
第十一条  初中建队仪式基本程序
第十二条  离队仪式基本程序

《中国少年先锋队标志礼仪基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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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队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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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先队组织在重大的节日、纪念日组织集会或者举行大、中队队会时都应该

举行队会仪式。

       举行队会仪式时，要求每一个少先队员都应该佩戴好鲜艳的红领巾，各级少

先队委（长）还应佩戴相应的少先队委（长）标志。保持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

让队员在特定的组织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感染、教育。



（1）什么三级报告？

    在正式队会仪式前   要集合列队、整理队伍。逐级报告出席人数。

    中队集会前  小队长→中队长→中队辅导员

    大队集会前  中队长→大队长→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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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队会仪式“三级报告”



“三级报告”

    （2）为什么要进行“三级报告”？
       首先是从活动安全的角度考虑，尤其是在野外活动时，队伍集合、
清点人数是非常必要的程序。
       其次，规范的“三级报告”仪式，可让队员切身感受到少先队是
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理想、有光荣传统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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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怎样进行“三级报告”？       

    ●举行仪式前，先要集合，整理队伍，报告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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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报告”



           队员                 旗手             中队长           辅
导员         
          护旗手        

 “三级报告”的动作分解训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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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集合时的队形（适合户外）



           队员                 旗手             中队长           辅
导员         
          护旗手        

广东省少先队标准化建设系列网络教研活动

①集合时的队形（适合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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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报告”的动作分解训练指导



 （3）怎样进行“三级报告”？       
     ●报告时，小队长向本小队队员发出“立正”口令，然后跑步到中队长面前，
敬礼，报告：“报告中队长，第x小队应到队员x x人，实到x x人。报告完毕。”
中队长回答：“接受你的报告！请稍息。”，敬礼。小队长回原位发出“稍息”
口令，小队稍息。
      ●各小队报告毕，由中队长向中队辅导员报告。报告时，中队长向全中队发
出“立正”口令，然后跑步到辅导员面前，敬礼，报告：“报告辅导员，本中队
应到队员xx人，实到xx人。报告完毕。” 
      ●辅导员回答：“接受你的报告！请稍息。”并根据活动性质提出祝贺语，
如“预祝本次活动成功！”，敬礼。中队长敬礼，回原位，发出“稍息”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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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报告”



三级报告示范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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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报告”的动作分解训练指导



声音要短促洪亮

转头干脆利落，迅速还原

最后一个队员报数不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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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数的动作要领

 “三级报告”的动作分解训练指导



跑动的动作要领

B  握拳后，提
到腰间，约与
腰带同高，拳
心向内，肘部
稍向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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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两手迅速握
拳（四指蜷握，
拇指贴于食指
第一关节与中
指第二关节）。

 “三级报告”的动作分解训练指导

提气压肩
挺胸收腹



D 立定时，左脚向前大半步着地；双臂停止摆动；同时将手放下，呈立

正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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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动的动作要领

 “三级报告”的动作分解训练指导

 C  跑动时，上体微向前倾，两腿 微弯，身体重心前移，上体保持正直， 

两臂前后自然摆动。



 向上级报告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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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报告”的动作分解训练指导

队礼标准，站姿挺拔；

口令正确，铿锵有力；

目视对方，朝气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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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报告示范视频  “三级报告”的动作分解训练指导



       如是大队集会，就由各中队长依

次向大队长报告，再由大队长向大队

辅导员报告。视活动实际情况，也可

由大队长直接向大队辅导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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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报告”



（1）全体立正，仪式开始
（2）出旗（奏出旗曲，全体队员敬礼）
（3）唱队歌
（4）中队长讲话（如果是大队集会，由大队长讲话）
（5）进行活动
（6）辅导员讲话（活动结束时作简短小结）
（7）呼号
（8）退旗（奏退旗曲，全体队员敬礼）
（9）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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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活动仪式程序 



（1）出旗和退旗的路线

       出旗时，旗手、护旗手应从整个队伍正后方出发，从全体队员中间

经过，到队伍正前方停下，退旗时按原路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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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旗和退旗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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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旗、退旗示范训练

出旗和退旗时，辅导员、全体队员和护旗手敬礼。



 （3）出旗后，队旗的摆放要求

  B 旗手持旗
在队伍的前
面。

★特别强调：队旗不能靠在墙壁或其它物体上，更不能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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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出旗后，

队旗摆放在

旗架上，旗

架放置在队

伍的前面。

出旗和退旗的训练



   三级报告、出旗和退旗现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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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队长讲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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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单介绍活动背景；

（2）讲述活动意义和目标；

（3）提出活动要求。



 （1）点评是活动亮点

 （2）指出活动需要改进的地方

 （3）辅导队员升华对目标的理解 

 （4）提出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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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辅导员讲话要求



（二）入队仪式

         入队仪式是少先队组织特有的、最基础的、最重要的仪式之一，通过规范

的且符合其身心发展的入队仪式，使少年儿童有了新的身份——中国少年先锋

队队员。这是少先队员们人生中第一次参与政治活动，规范、庄严、神圣的入

队仪式也就成为了队员们童年里最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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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入队仪式基本程序
  队员入队要举行入队仪式，一般由共青团组织代表或少先队大、中队长主持。
（1）全体立正，仪式开始
（2）出旗（奏出旗曲，全体队员敬礼）
（3）唱队歌
（4）大队委员会宣读组建一年级少先队组织的决定，宣布新队员名单
（5）为新队员授红领巾
（6）新队员宣誓（由大队辅导员或大队长领誓）
（7）为新建中队授中队旗
（8）为新建中队聘请中队辅导员
（9）党组织、团组织代表或大队辅导员讲话
（10）呼号
（11）退旗（奏退旗曲，全体队员敬礼）
（12）仪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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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队仪式



   2. 入队仪式的规范要求

 关于批准XXX等同学加入少先队组织的决定
    我校（  ）名一年级同学向学校大队部提出了加
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愿意遵守队章。根据《中
国少年先锋队章程》第十一条：“我们的队员”的要
求，经过学校少先队大队部审核通过，现批准某某某
等（  ）名同学，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成为光
荣的少先队队员。 

                            XXX学校大队

                             X年X月X日

关于组建一年级少先队组织的决定

    根据《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第十三条：
“我们的组织“规定，一年级   个班少先队
员人数均已达到成立中队规定人数，符合建立
中队的要求，现宣布少先队某某小学一（  ）
中队成立……一（   ）中队成立。      

                        XXX学校大队

                         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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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队仪式

程序4  组建一年级少先队组织的决定，宣布新队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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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队员授红领巾“示范训练

       入队仪式



程序6 新队员宣誓（由大队辅导员或大队长领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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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队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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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建中队授旗”的训练示范

    入队仪式



程序8 为新建中队聘请中队辅导员

①宣读聘任新建中队辅导员的决定。

②学校少工委主任颁发聘书

③由少先队队员献上红领巾

 关于聘任新建中队辅导员的决定
    经学校少工委研究批准，决
定聘请XXX老师为一（1）中队中
队辅导员……XXX老师为一（  ）
中队辅导员。
               XXX学校少工委
                  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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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队仪式



 （1）做好入队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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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队仪式 3.进行入队仪式的准备事项

“七知六会一做”的内容
七知 
    知道少先队的队名、队旗、队
徽、队的标志、队礼的含义、队的
创立者和领导者、队的作风。
 六会
    会写入队申请书；会读入队誓
词，会戴红领巾，会行队礼，会唱
队歌，会呼号。
 一做
    为人民做一件好事，并说出自
己的体会。



（2）指导新队员撰写入队申请书（3）做好审批工作（4）做好仪式前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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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队仪式 3.进行入队仪式的准备事项



（三）初中建队仪式

（1）全体立正，仪式开始
（2）出旗（奏出旗曲，全体队员敬礼）
（3）唱队歌
（4）大队委员会宣读初一年级中队成立决定
（5）为新建中队授中队旗
（6）为新建中队聘请中队辅导员
（7）重温入队誓词
（8）呼号
（9）退旗（奏退旗曲，全体队员敬礼）
（10）仪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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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建队仪式基本程序



2.初中建队仪式的规范要求

关于组建初一年级中队的决定

    根据《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第九条：“初一年级全面建立健全少先队
组织”的规定，初一级XX个班少先队员人数均已达到成立中队规定人数，符合建立中队的要求，
现宣布少先队XX中学初一（1）中队成立……初一（X）中队成立。

                                                 XXX学校大队
                                                   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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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4 大队委员会宣读初一年级中队成立决定

初中建队仪式



①重温入队誓词要由大队辅导员或大
队长领誓。

②宣誓时，旗手、护旗手要展开队旗，
全体队员面向队旗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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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7   重温入队誓词

初中建队仪式2.初中建队仪式的规范要求



★“换戴大红领巾”的仪式
       ① 解下小红领巾抚平、叠起、放入小袋子。
       ② 双手接过大号红领巾佩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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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建队仪式



   （1）活动时间的选择
      可根据本校的特点或特殊主题需要选择
活动时间，以深化初中建队仪式教育功能的
作用。
  （2）活动前的准备
     ①接收队员的队籍表。
     ②做好小号红领巾  换 大号红领巾的准备。
     ③指导中队重新选举中、小队委（长）。
     ④发挥队员的自主性，参与建队仪式的准
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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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建队仪式3.举行初中建队仪式前的准备事项



（四）离队仪式

（1）全体立正，仪式开始
（2）出旗（奏出旗曲，全体队员敬礼）
（3）唱队歌
（4）大队委员会宣布超龄离队人数
（5）即将离队的少先队员代表发言
（6）少先队辅导员寄语
（7）向队旗行队礼
（8）呼号
（9）退旗（奏退旗曲，全体队员敬礼）
（10）仪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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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离队仪式基本程序



程序4  大队委员会宣布超龄离队人数

    根据《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超

过14周岁的队员应该离队。由大队举

行离队仪式。”我校有（  ）名队员已

超过十四周岁，现为他们举行离队仪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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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队仪式

宣读词（参考文本）



 程序7  向队旗行队礼

      跟宣誓的要求一样，旗手、护

旗手要展开队旗，全体队员要面向

队旗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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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队仪式



     （1）要做好超龄队员离队的教育，例如总结，回忆少先
队生活等。
     （2）办好超龄队员的离队手续。
     （3）集中进行有关共青团的启蒙教育（办好少年团校）。
     （4）举行隆重的离队仪式。离队仪式上，不得摘去离队
队员的红领巾，一般不宣读离队队员名单，而只宣布人数。
超龄队员离队后，红领巾、队徽由本人保存，留作纪念。
    （5）可视实际情况，与初中新团员入团仪式结合举行离
队入团仪式，以加强团前教育、团队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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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举行离队仪式的注意事项

离队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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