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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引领
计划

“ 改革路上，我们成长”
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全市各基层团组织以
“ 改革路上，我们成长”为主题，开展理论学习、分享活动、主题

团日、寻访实践、文化活动等形式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 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
暑期集中行动

在“ 爱心暑托班”中推出“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课
程，组织学员通过完成各类益智游戏，加深对“ 核心价值观”原
文和内涵的理解；继续深化推广“ 城市文明新约”，通过宣传倡
导健康文明的行为方式，引导青少年对“ 核心价值观”中公民
个人层面内容的理解。

社会
体验
计划

少先队队长学校

市少工委、中福会少年宫以及各区县少工委将于7、8月举办
2014年暑期少先队队长学校培训活动，通过队知识讲座、教育
基地走访、户外拓展活动等方式，引导队长牢记服务队员宗旨，
自主全面发展。

暑期红领行动

团市委青工部、少年部联合发起新一轮“ 红领行动”，各行各业
的团组织暑期为少年儿童组织设计各类参观、活动、体验项目，
让少年儿童了解社会、尊重劳动，“ 只要你关心少年儿童，你就
是光荣的红领”。

大中学生文化科技卫生
“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组织大中学生紧紧围绕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中的实际需求，开展基层宣讲、改革观察、科技支农、教育帮
扶、文化宣传、医疗卫生、生态环保等志愿服务实践活动。

第六届“ 知行杯”
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

鼓励大学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上海的城市管理和城市生活，从
城市运行、科技环保、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治理
等方面入手，结合上海市相关委办局的指导需求，充分发挥高
校师生的专业特长和组织优势，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对策
和建议。

优秀大学生暑期赴区县挂职锻炼

2014年优秀大学生“ 选苗育苗”工程暑期挂职锻炼活动，将有
来自全市近30所高校的400多名优秀学生分赴上海各区县的委
办局及街镇进行为期40余天的挂职锻炼，他们将在服务群众、
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增长才干。

香港大学生暑期上海实习计划

由市青联承办的“ 香港大学生暑期上海实习计划”于6月中旬
至7月中旬展开，来自香港15所高校的300余名大学生在上海40
余家企业进行暑期实习活动，实习岗位涉及财务金融、公共事
务、软件开发、建筑设计等多个领域。

“ 践行中国梦·志愿一起来”———2014上海
青年志愿者暑期志愿行动计划

依托“ 智慧公益”，号召全市青年志愿者，深入开展“ 2014上海
市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 赴滇接力计划”、“ 阳光助残行动”
等项目，做好“ 全国学生运动会”、“ 爱心暑托班”、“ 青奥会”
等活动的志愿服务工作，在青少年当中掀起志愿服务活动的新
高潮。

快乐
成长
计划

小学生“ 爱心暑托班”
为本市小学生提供暑期看护服务，开展作业辅导、集体游戏、自
护训练、文明礼仪、文体锻炼等符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拓
展活动。

“ 悦读青春”
2014上海青少年深阅读计划

在青少年中倡导“ 深阅读、雅志趣、简生活”的生活理念，推广
传统文化、回归经典阅读，积极为全市优秀青年读书会搭建相
互交流的平台，共同读书、品书、荐书，营造青少年爱读书、善读
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

上海青年中心暑期系列活动

号召全市100多家青年中心结合区域实际和青少年特点需求，
自主开展文化学习、体育健身、休闲娱乐、婚恋交友、志愿公益、
创业就业等各类服务和活动，与青少年共同度过一个健康快
乐、积极向上的假期。具体活动内容、时间、地点和形式由各区
县和街镇团（ 工）委自行安排。

沪台大学生暑期嘉年华活动
组织600余名上海大学生和台湾高校大学生共同参与2014沪台
大学生暑期嘉年华活动。参加第七届沪台民间论坛，参与定向
越野等活动，并举办联欢晚会。

2014年夏季益友嘉年华
大型青年公益交友活动

以益友圈认证会员为主要参与对象，招募1000-1500名在沪适
龄单身青年男女参加活动，包括城市定向交友、心动300秒交
友、爱情寻缘墙交友等板块，帮助青年男女搭建多交朋友、告别
单身的平台。活动提供益友圈会员现场招募、认证服务。

互助
自护
计划

“ 青春自护·暑期安全”2014年上海青少年
自护教育活动

在全市开展青少年“ 出行安全·安心一夏”宣传教育活动、“ 游
泳安全·平安一夏” 彩虹救生圈实践活动、“ 居家安全·快乐一
夏”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发布一批青少年暑期公益信息，包括提
供部分校外活动场所的免费和优惠门票，推荐公益校外活动场
馆，推出《 家长学堂》等12355暑期公益讲座，公布公益游泳培
训班信息等。相关事宜可通过12355热线电话垂询。

“ 守护星”成长计划

面向崇明县6-12岁留守儿童，以“ 生活自理、人格自尊、学习自
强、人身自护”为主题，通过开展针对留守儿童个体问题的志愿
者结对服务、针对情绪管理及作息习惯养成的小组活动、针对
亲子关系培养的“ 星”动十分亲子沙龙等活动，为留守儿童留
下成长足迹。

暑假去哪儿？许多有趣的活动和夏令营等你来哦

时间 讲座名称 主讲人 名额 地点 报名方式

7月4日19:00 《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家庭预防》 郭铁军 100人 汉中路188号上海市青
少年活动中心4楼多功
能厅

须电话预约报名后方可
参 加 ， 详 情 请 致 电
021-12355。8月30日14:00 《 为小学生活做准备》 叶斌 100人

12355公益免费讲座信息

A06-07 共青团

为积极引导上海广大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 快乐追梦
想、开心过暑期”的良好氛围，帮助青少年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暑假，共青团
上海市委、上海市少工委、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共同推出“ 2014上海青少年暑期计
划”多个系列活动，欢迎感兴趣的青少年朋友热情参与。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地点 组织机构 参与方式 备注

上海少年儿童吃苦夏令营

通过艺术创造课程体验、农业技能学习、现
代农业参观、定向越野等形式，引导少年儿
童体会劳动创造的艰辛与乐趣，锻炼身心，
磨练意志。

7月中下旬
（ 3天）

松江 “ 团市委、�市少工委” 关注“ 萌动上海”公众微信号进行报名
面向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三年
级学生，名额有限，报满为止；
公益价格

红色之旅夏令营
组织少年儿童寻访长沙、湘潭、韶山等红色
旅游地，参观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纪念地，
了解历史，理解现在。

8月上旬 湖南 市少工委办公室、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关注“ 萌动上海”公众微信号进行报名
面向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三年
级学生，名额有限，报满为止；
公益价格

“ 科技启明星章”
暑期辅导交流夏令营

通过集体讨论、学习、参观、游戏，学习创新
课程、学习探究事物的方法，培养少年儿童
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习惯。

8月19日—22日
江苏
常州

市少工委办公室、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关注“ 萌动上海”公众微信号进行报名
面向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三年
级学生，名额有限，报满为止；
公益价格

上海少年儿童职业体验营

钢铁文化体验营：参观宝钢产品陈列厅、
历史陈列馆，实地参观热轧厂，远眺巍峨的
高炉，体验“ 劳动最光荣”。

7月上旬 牡丹江路1813号 团市委青工部、团市委少年部 关注“ 萌动上海”公众微信号进行报名
面向初中少年儿童，名额有
限，报满为止

航空文化体验营：探索飞行的奥秘，感受模
拟飞行器，观看三维立体影片，体验“ 科技
最神奇”。

7月下旬 沪闵路7900号 团市委青工部、团市委少年部 关注“ 萌动上海”公众微信号进行报名
面向初中少年儿童，名额有
限，报满为止

航海文化体验营：看航运中心，懂海事知
识，听海事故事，体验“ 责任最可贵”。

8月上旬 外高桥港区 团市委青工部、团市委少年部 关注“ 萌动上海”公众微信号进行报名
面向初中少年儿童，名额有
限，报满为止

公安文化体验营：参观上海公安博物馆，进
行消防模拟演练、情景互动射击，体验“ 安
全最重要”。

8月中旬 瑞金南路518号 团市委青工部、团市委少年部 关注“ 萌动上海”公众微信号进行报名
面向初中少年儿童，名额有
限，报满为止

“ 暑期我当家”———2014年暑期青少
年综合实践体验活动

通过大玩家、艺术家、生活家、美食家等主
题实践体验板块的活动，引导少年儿童获
得生动的感悟、深刻的体验和真实的情感。

7月7日、7月10日
7月17日、8月6日

中福会少年宫 中福会少年宫、市少工委办公室 6月下旬通过中福会少年宫网站报名

“ 我行 我快乐”———松江区暑期半
日体验活动

组织少年儿童开展科技类、艺术类、体育
类、民族文化类游戏、益智或动手制作等。

7 月 7 日 -11 日 上
午；
8月4日-8日上午

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 人民北路1625号）

松江区少工委、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联系人：高老师、干老师；联系电话：
67734831、67734727

面向松江区少年儿童，适合三
至五年级小学生

中华经典诵读
组织社区小朋友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
展示中华经典的美韵。

7月-8月 徐汇、静安、奉贤 上海巴学园 联系人：仇志欣；联系方式：13564966735

“ 主题读书日”活动
举办专家讲座，帮助青少年热爱读书、学会
读书。

7月-8月
控江路600号延吉社会服务
中心二楼

杨浦区飞扬天使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 与院校、社区合作，自愿报名参加

和妈妈一起在书房
在老上海洋房内和妈妈一起阅读、一起做拼
板游戏等，懂得“ FAMILY”就是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学习爱自己、爱别人。

7月-8月 淮海中路1285弄16号 荆棘鸟书会 联系方式：18821101430

好书推荐（ 微信平台版）
每周在微信平台上提供好书推荐，集赞可
获得推荐书目。

长期 / 四叶草书友社 关注微信平台进行报名（ ID:shuclover）

金山“ 小小音乐家”青少年周周演草
地音乐会

为青少年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通过器乐、
声乐、舞蹈等表演形式，展现青少年精神风
貌。

6 月 27 日 -9 月 12
日 ， 每 周 五 18:
00-19:00

金山新城前京大道绿地青
年空间（ 百联购物中心西
侧）

金山团区委，金山区文广局，金山区少工委

关注“ 金山团青”微信公众号，发送“ 小小
音乐家+表演者姓名+节目类型及名称（ 如
古筝《 渔舟唱晚》+计划表演日期）；报名
热线：57921095

面向金山区少年儿童

罗兰夏季音乐节———中小学生专场
邀请沪上各中学的校园乐队进行联合演
出。

8月5-7日 上海文化广场 罗兰数字音乐教育、Young's创益青年
联系人：Young's创益青年唐乐琼；
联系方式：13636318864；
电子邮箱：candy.tang@sagechina.org；

教你玩俱乐部夏令营活动
教你玩空手道、武术、手部极限、空竹、花式
足球、活力板、篮球、古诗词、字谜等活动。

每周二、周四13:
30-15:00，
每周六、周日8：
30-16:00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
心（ 建国西路137号）

黄浦区少工委、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
心

联系人：戴崝、徐浩；
联系电话：64670217转5110、6027

全市范围内招生，名额有限，
需提前电话报名

魅力“ 空手道”
开展空手道训练活动，帮助青少年提高身
体素质、磨练意志品质。

7月-8月
控江路600号延吉社会服务
中心二楼

杨浦区飞扬天使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
关注杨浦区飞扬天使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
官方微博（ 新浪）和微信报名

静安社区体育游戏节
开展以“ 社区红领巾 相约少年梦”为主题
的体育游戏活动。

7月29日上午
曹家渡社区学校

（ 武定西路1399弄12号）
静安区曹家渡社区少工委 至居住地所在居委报名参加 面向静安区少年儿童

长宁暑期欢乐荧屏专场
为少年儿童免费播放各类儿童电影（ 具体
片名详见网上预约菜单）

7月26日
9:30-11:00，
8月23日
9:30-11:00

长宁区少年宫阳光剧场
（ 愚园路1136弄31号）

长宁区少工委、长宁区少年宫

通过网络预约，登入www.chnsmg.sh.cn,点
击右上角“ 我要预约”，即可报名。联系人：
张老师、陈老师；联系电话：62523366、
62523646

名额有限，报满为止

“ 拟人”公益漫展
为各高中动漫社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并为四川凉山地区的贫困儿童筹款。

7月底 愚园路433弄8号226室 上海高中生志愿者联盟、Young's创益青年
联系人：Young's创益青年唐乐琼；
联系方式：13636318864；
电子邮箱：candy.tang@sagechina.org；

“ 守护星”成长计划

组织小小志愿者服务队，带领留守儿童为
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

7月2日
9：00-11：30

崇明县向化镇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崇明县工
作站

联系人：金静；报名电话：59680771
招募对象主要为父母一方或
双方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

举办星动十分亲子沙龙，组织留守儿童和
其父母开展亲子游戏活动，促进亲子交流。

7月22日
9：00-11：00

崇明县港西镇北双村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崇明县工
作站

联系人：金静；报名电话：59680771
招募对象主要为父母一方或
双方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

牵手星儿志愿者行动
招募小志愿者，与自闭症儿童在课堂内进
行互动游戏等活动，帮助自闭症儿童进行
康复训练。

7 月 1 日 -8 月 29
日，每周一至每
周五，9：00-11:30
或14:00-15:40

百色路451弄33号 徐汇区三叶草儿童康健园

登录三叶草儿童康健园官方网站下载志愿
者 登 记 表 ； 填 写 完 毕 后 上 传 至
clover200705@163.com（ 志愿者登记表请
填写家长信息。报名时在邮件中标示参加

“ 牵手星儿” 志愿者行动及参加幼儿的年
龄及姓名）

参加者年龄：幼儿园和小学衔
接阶段；每次参加活动时间为
2小时

中学生社会创新与公益教育论坛
汇聚上海、北京、杭州、广州四地高中生一
起探讨社会创新发展，展示实践公益项目。

7月9日 愚园路433弄8号226室
赛智 (SAGE)-中学生公益创业汇、Young's
创益青年

联系人：Young's创益青年唐乐琼；
联系方式：13636318864；
电子邮箱：candy.tang@sagechina.org；

面向全市中学生以及老师和
家长

对话企业家 与企业家进行面对面交流活动。 7月-8月
控江路600号延吉社会服务
中心二楼

杨浦区飞扬天使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
关注杨浦区飞扬天使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
官方微博（ 新浪）和微信报名

我的未来梦———走进“ 企业·家”
参观企业，体验企业文化，与企业家面对面
对话。

7月-8月
控江路600号延吉社会服务
中心二楼

杨浦区飞扬天使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
关注杨浦区飞扬天使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
官方微博（ 新浪）和微信报名

面向控江社区青少年

“ 萌动上海”千人亲子定向越野活动
（ 第二季）

组织亲子定向越野活动，让少年儿童走进
大自然，亲近大自然，增强体质意志，营造
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7月中上旬 待定 团市委、市少工委 关注“ 萌动上海”公众微信号进行报名

亲近大自然,亲子活动
举办骑行活动，学习骑行知识，参观科普基
地。

7月上旬 本市中心城区 南上海单车俱乐部 联系方式：13916311250
18岁以下未成年人须有家长
陪同参加

夏季极地体验营
完成和极地相关的科学试验，与国际极地
教育组织进行交流。

8月18-22日 愚园路433弄8号226室 Young's创益青年
联系人：Young's创益青年唐乐琼；
联系方式：13636318864；
电子邮箱：candy.tang@sagechina.org；

垃圾回收知识分享活动
组织小朋友去回收厂学习垃圾分类知识并
进行现场实践。

7月 闵行 上海福田环保教育站
联系人：胡老师；
联系方式：13917042996

具体活动请参见博客及微信

绿主妇牵手青少年垃圾分类活动
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培训等系列活动，如利
乐包减量、厨余垃圾减量等。

7月15日—8月15日 凌云街道梅陇三村 徐汇区凌云绿主妇环境保护指导中心 联系方式：54284392

部分活动项目及参 与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