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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教育和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自 2015年 9月开始，浙

江省关工委、浙江省教育厅关工委、浙江

省期刊总社集团联合开展了全省中小学

生“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活动，包括“三

爱”主题征文、作家进校园、参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进工厂农场体验劳动等活

动。4月 25日，该场主题教育活动颁奖

大会在杭州市求是星洲小学举行。省十

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关工委主任

徐宏俊，杭州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曾东

元等有关领导及获奖学校、老师、学生代

表参加了颁奖仪式。

省关工委副主任、《浙江日报》原主

编、本届“三爱”征文大赛组委会主任江坪

首先致辞，回顾了比赛全程。这次活动在

各地有关部门、学校的认真组织推动下，

吸引了全省超过 2万名学生踊跃抒写体

会 感 悟 ，收 到

7187 篇 有 效 稿

件。最终评出一

等奖 30名、二等

奖 70名、三等奖

600名，评出优秀

组织奖 26个，优

秀辅导奖18个。

随后的颁奖

典礼上，张绪培、

曾东元、林斌、蒋

传洋、仇建平、郑

慧明等领导为优

秀组织奖获得者

颁奖。冰波、涂国文、鹤矾、周华诚、赵玲

芳等作家为优秀作品获奖者颁奖。

本次“三爱”主题征文活动颁奖大会

由杭州市关工委、西湖区关工委、博学少

年出版中心、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承

办。“三爱”征文比赛有效地引导了广大

中小学生从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培养了他们良好的道德品

质，让他们真正懂得了“学习最有用，劳

动最光荣，祖国最可爱”，努力扣好人生

的“第一粒扣子”。

（杭州市关工委办公室）

扣 好 人 生 第 一 粒 扣 子
全省中小学生“三爱”主题教育活动颁奖大会在杭举行

44月月 1818日日，，浙江省关工委副主任王浙江省关工委副主任王

柏荣柏荣，，杭州市关工委名誉主任沈者寿杭州市关工委名誉主任沈者寿、、常常

务副主任曾东元等一行赴余杭考察务副主任曾东元等一行赴余杭考察，，余余

杭区委常委杭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王进组织部长王进，，区关工委领区关工委领

导金银根等陪同调研导金银根等陪同调研。。

调研组先后参调研组先后参

观 了 零 犯 罪 村观 了 零 犯 罪 村（（社社

区区））试点之一的南苑试点之一的南苑

街道河南埭社区以街道河南埭社区以

及新心家园心理咨及新心家园心理咨

询室询室，，察看了社区关察看了社区关

工委工委““四室一场四室一场””建建

设情况设情况，，详细了解了详细了解了

河南埭社区在预防河南埭社区在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方面未成年人犯罪方面

所做的工作所做的工作，，并参观并参观

了了““五老五老””关爱未成关爱未成

年人服务中心谈心年人服务中心谈心

谈话室谈话室。。

近年来近年来，，余杭区关工委发挥余杭区关工委发挥““五老五老””

优势和作用优势和作用，，建立了建立了““四纵三横三延伸四纵三横三延伸””

的组织体系的组织体系，，在开展主题教育在开展主题教育、、开展开展““零零

犯罪学校犯罪学校””及及““零犯罪村零犯罪村（（社区社区））””创建创建、、建建

立立““五老五老””关爱未成年人服务中心关爱未成年人服务中心、、开展开展

科普宣传活动科普宣传活动、、开展开展““一镇树一品一镇树一品””、、开展开展

““快乐假日学校快乐假日学校””和帮困助学落到实处这和帮困助学落到实处这

七大特色工作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七大特色工作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

展展。。在在GG2020峰会维稳安保方面峰会维稳安保方面，，余杭区余杭区

关工委也结合社会治理大联动关工委也结合社会治理大联动、、综合环综合环

境专项整治大会战工作境专项整治大会战工作，，以以““党建网党建网””、、

““综治网综治网””两网合一两网合一，，将将““五老五老””动员起来动员起来，，

创新形式创新形式，，为平安余杭创建和长治久安为平安余杭创建和长治久安

作出了积极贡献作出了积极贡献。。

调研组肯定了余杭在关心下一代调研组肯定了余杭在关心下一代

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对对““零犯罪村零犯罪村

（（社区社区））””的创建工作尤为关心的创建工作尤为关心，，认为认为

该项工作把学校该项工作把学校、、家庭家庭、、社会教育有社会教育有

效结合起来效结合起来，，成效显著成效显著，，对有不良行对有不良行

为的未成年人实施分类关爱帮教工为的未成年人实施分类关爱帮教工

作作，，具有示范作用具有示范作用。。希望余杭关工委希望余杭关工委

继续保持先进继续保持先进，，进一步加强关心下一进一步加强关心下一

代工作代工作。。

（（余杭区关工委办公室余杭区关工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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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关工委副主任王柏荣一行赴我市余杭区、

建德市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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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9日，浙江省关工委副主任王

柏荣一行赴建德市，就建德市开展关心

下一代工作进行调研。在调研过程中，

建德市在组织成立“代理家长”，关爱留

守儿童方面的工作得到了调研组的一致

肯定。

为切实做好留守儿童教育工作，从

2007年开始，建德市就对农村留守儿童

实施重点关爱行动，组建“代理家长”队

伍。因成长过程中父母亲情缺失，留守

儿童更加缺爱，内心敏感，良性的道德

观、价值观欠缺，形成了一定的成长隐

患。“代理家长”们不但要辅导结对留守

儿童的日常学习，给予生活上的关心和

帮助，还要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并与留

守儿童父母或监护人保持联系，守护留

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到了假

期，“代理家长”们更需要组织开展有益

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

建德关工委“五老”团队是“代理家

长”中的一支重要队伍，仅 2015年，建德

市关工委就动员 400多位“五老”参与农

村留守儿童结对，担任“代理家长”，并涌

现出了吴瑞真、章荣朝、叶早春、吴庭槐

等先进人物。在调研中，“五老”们表示，

留守儿童关爱结对工作为他们搭建了一

个良好的平台，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发挥

积极性。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建德市已经逐

步形成了留守儿童、“代理家长”结对关

爱全覆盖局面，而“代理家长”也成为建

德市留守儿童关爱工作的特色亮点，并

逐渐形成了特色分明的四类“代理家

长”，即：以教师、机关干部、村干部为主

的常驻型代理家长，以热心社会公益事

业的企业家为主的帮扶型代理家长，以

在校大学生志愿者为主的假期型代理家

长，和以城乡同龄儿童家长为主的同龄

型代理家长。这四类“代理家长”相互合

作，满足了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对家

庭、情感和教育的各种需求，填补了他们

因父母远离而缺失的亲情与关爱，为留

守儿童撑起了一片蓝天。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继续，农村留守

儿童现象还会继续存在。今年，中关工

委将关爱留守儿童列入了各地关心下一

代的一大重点工作。王柏荣表示，建德

“代理家长”为我们开展留守儿童工作提

供了很好的参考和经验，他鼓励建德市

关工委要继续研究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形

势，进一步完善关爱留守儿童工作机制，

发挥“五老”优势，做到在坚持服务青少

年的正确方向上有新成效，在团结教育

青少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有新

提高。 （建德市关工委办公室）

富阳郁达夫中学关工委志愿者服务

队来到东洲中小博爱校区，与民工

子弟学生开展户外联谊。

富阳区教育系统召开关心下一代工作

大会，为做好青少年教育共谋未来。

富春街道秦望社区关工委举办科协

科普大讲堂活动。

富阳滴水公益关工委举办西部助学

“圆梦课桌”计划讲座。

富阳“五老”文艺团参与2016杭州里

山“云雾小镇”茶文化节。

湖源乡开展“喜迎G20·悦读与梦想

同行”读书日活动。

鹿山街道关工委开展“流动少年宫”

进校园活动。

上城区南星街道关工委喜迎G20，举
办“南星好声音”PK赛暨文化艺术节。

临安启动“我读书、我快乐、我智慧”

第十二届未成年人读书节。

清凉峰镇关工委举行小学生“缅怀

革命先烈，珍惜幸福生活”演讲比赛

西湖区东山弄社区关工委银龄志愿

者风雨无阻，治安巡逻服务G20。
学军小学迎G20盛会，绘百米长卷，

展雏燕风采。

下城区关工委银杏艺术团助兴“全民

饮茶日”活动，“五老”风采闪亮杭城。

下城区关工委召开关心下一代工作

会议，明确要抓好五方面工作。

淳安县关工委召开三团全体成员会

议，传达全市关工委培训会议精神。

萧山区关工委“五老”关爱团到蜀山

街道开展未成年人帮教。

南阳街道关工委联合南阳初中选拔

G20小讲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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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1日，杭州市关工委举办了青

少年“两史”教育座谈会，全市 13个区、

县（市）关工委、市直属有关单位关工委

负责青少年主题教育的同志参加了会

议，汇报了各自开展青少年“两史”教育

的设想、实践情况和经验总结。

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曾东元对各地

在开展青少年“两史”教育工作中，坚持

让“两史”教育入心入脑的认真做法给予

高度肯定。并强调三点要求：一是要充

分认识“两史”教育重要意义与历史背

景。这是时代的需要，是战略需要，是国

家未来的需要，对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持续稳定、繁荣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二是就如何有效开展

“两史”教育作了指导与动员。各地关工

委和相关部门要通过开展青少年“两史”

教育，达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品质

和模范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热爱

人民、服务人民、勇于奉献的精神，让青

少年明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

取得胜利。三是要充分发挥教育部门主

阵地作用，分门别类，因材施教，开展生

动活泼、形式多样的“两史”教育。各地

应继续增进相互了解，共同研究，相互

“取经”，查漏补缺，让“两史”教育在我市

青少年中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市关工委还向与会单位赠送了《简

明党史知识一本通》、《青少年不可不知

的历史常识》、《青少年不可不知的国学

常识》和《少年读国史》等书籍。

（市关工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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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研究 狠抓落实
全市青少年“两史”教育座谈会召开

建德“代理家长”情暖留守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