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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 河 市 教 育 局
漯教文〔2020〕75 号

漯河市教育局

印发《关于在全市教育系统规范礼仪制度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直属分局，市直各中小学校（幼

儿园）：

现将《关于在全市教育系统规范礼仪制度助力文明城市创

建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2020年 7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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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市教育系统规范礼仪制度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的实施意见

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全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要求，不断提升全市教育系统广大教

职员工和学生文明素养，现就进一步规范学校礼仪制度助力全

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重要意义

（一）规范礼仪制度是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

的有效方式，要有计划地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如升国旗

仪式、成人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利用重大纪念日、民

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

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礼仪关乎人格，关乎

国格。中华民族自古就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注重树立礼仪之

邦的良好形象。建立和规范礼仪制度，对于规范人们的言行举

止、激发人们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进一

步规范礼仪制度，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礼仪文化，不断增强

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规范礼仪制度是学习贯彻“两个纲要”的需要。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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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两个纲要是新时代巩固

全体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必然要求。因此，要进

一步规范礼仪制度，着眼凝心聚力、立德铸魂，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树立正确价值导向，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推动思想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开创新局面。

（三）规范礼仪制度是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需要。文

明礼仪是一个城市市民文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综合

反映。漯河市正处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攻坚期，努力提升市

民文明素质和城市品味迫在眉睫。因此，要进一步加强文明礼

仪教育，贯彻落实《漯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引导、促进

和规范师生文明行为，进而影响和带动广大市民不断提升文明

素养，推动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取得新成效。

二、礼仪教育

（一）开学典礼

1.各学校要在每学期开学第一天举行开学典礼。

2.开学典礼要举行升旗仪式。

3.开学典礼要结合学校特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为根本，遵循学生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精心组织开展寓意

深刻、庄重热烈的仪式。

4.开学典礼的发言要饱含教育意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公民意识教育、社会意识教育和责任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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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学典礼后，各学校要组织上好开学第一课。

（二）升国旗仪式

1.升旗仪式每周一举行（假期、恶劣天气除外）。重大节

日（纪念日）或举行重大活动时应举行升旗仪式。

2.举行升旗仪式的场地必须整洁，环境肃穆；参加升旗仪

式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着装要庄重。

3.升旗仪式使用的国旗不得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

格。

4.升旗手、出旗手、护旗手要着装统一并佩戴白手套，升

旗程序清晰、动作规范。执行升旗任务前必须要经过严格、标

准的训练。

5.升旗开始，全体教职员工、学生面对国旗肃立、脱帽、

行注目礼（少先队员行队礼），升旗手徐徐将国旗升起，同时

奏国歌和齐唱国歌。

6.要有国旗下的主题教育演讲。每周国旗下演讲可安排老

师或学生主讲，讲稿要简短，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

容，并结合重大节日、德育主题、历史上的今天、重要事件等，

对全体师生进行思想、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的教育，时间

控制在 3—5 分钟。

7.学校要把学生参加升旗仪式的出勤、队列状况、精神状

态等纳入常规管理进行考评，并作为评比文明班级的重要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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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队仪式

1.要有入队前教育。在“四知”“四会”“一掌握”（四知——

知道“红领巾”“队旗”“队礼”“呼号”的基本含义；四会——会系

红领巾、会敬队礼、会呼号、会唱队歌；一掌握——掌握少先

队仪式的基本技能）的基础上，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记住要求、

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的讲话精神，开展好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立志向、有梦想，

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激发他们的爱党情、爱队情，为加

入少先队做好准备。

2.要在国际儿童节或少先队建队日进行新队员入队仪式。

3.入队仪式要既严肃又活泼。

第一项：出旗、全体少先队员敬队礼；

第二项：唱队歌；

第三项：宣读新组建少先队中队的决定和新队员名单；

第四项：授予队员标志；

授红领巾者为新队员打上领巾结，并向新队员敬礼，表示

祝贺；新队员还礼，表示感谢。

第五项：新队员宣誓；

大队辅导员带领全体新队员宣誓。宣誓内容：我是中国少

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

业贡献力量！——宣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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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项：新队员代表发言；

第六项：为新组建的中队授中队旗，聘请中队辅导员；

第七项：学校领导或大队辅导员讲话；

第八项：全体起立、呼号；

领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回答：“时刻准备着！”

第九项：新队员入队仪式结束、退旗。

4.要有规范的离队程序。对年满 14 周岁的队员进行规范

的少先队离队仪式，可结合入团仪式进行。

（四）14岁集体生日

通过 14 岁集体生日仪式，指导学生珍惜十四岁的青春年

华，激励同学们迈好青春每一步，教育学生勇于承担肩负的责

任和使命，感受成长的价值与意义，同时增进同学间、师生间、

父母与子女间的深厚情谊。

其内容是：

1.感恩父母、老师，学生向老师献花，与家长交换信件；

学生发言：感谢家长和老师的辛勤付出。

2.青春宣言；合唱《共青团之歌》；集体宣誓。

3.生日仪式；校长和老师寄语，点蜡烛许愿；合唱生日歌。

（五）入团仪式

1.要有入团前教育。对年满 14 周岁的学生要举行入团前的

教育，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党、团、队的关系，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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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树立责任意识。

2.入团仪式应在上级团组织批复新发展团员之后一个月内

举行，学校应在三个月内举行。可选择在五四青年节或“一二九”

等时间举行，使入团仪式更有纪念意义。

3.入团程序要规范。

第一项：全体立正，奏唱国歌；

第二项：宣布新团员名单；

第三项：颁发团章、团员证，佩戴团徽；

第四项：新团员入团宣誓；

宣誓内容：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履行团员义

务，严守团的纪律，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吃苦在前，享受在

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宣誓人：×××。

第五项：新团员代表发言；

第六项：老团员代表发言；

第七项：学校领导或团委书记讲话；

第八项：奏唱团歌。

4.要有第一次主题团日活动。入团仪式结束后，要结合国

家时事和团的重点工作，组织新团员开展好第一次主题团日活

动。

（六）入党仪式

1.入党宣誓仪式，一般在党委批准发展对象为预备党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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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的 3 个月内，由基层党委或党支部(党总支)组织进行。可

单独为预备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也可分批组织预备党员举

行集体入党宣誓仪式。

2.入党宣誓仪式，应在会议室、党员活动室、革命历史纪

念馆、烈士陵园、红色教育基地等庄重肃穆的环境中举行。入

党宣誓场所布置应庄重、简朴、整洁，且必须在适当位置悬挂

通用规格的党旗，不能在无悬挂党旗的情况下举行入党宣誓仪

式。

3.入党宣誓仪式，一般由预备党员所在党组织负责人主持。

第一项：宣布入党宣誓仪式开始，宣读参加宣誓的预备党

员名单并介绍预备党员基本情况；

第二项：全体人员起立，奏唱《国际歌》；

第三项：预备党员宣誓；

领誓人一般由预备党员所在党组织负责人或入党介绍人、

党组织指定的正式党员担任，也可请当地优秀共产党员、党员

英模人物担任。

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

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

守党的机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

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宣誓人：×××。

第四项：参加宣誓仪式的正式党员为预备党员佩戴党徽或

赠送《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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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预备党员代表作表态发言；

第六项：党组织负责人作总结讲话。

（七）成人仪式

1.成人仪式是面向中学生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是增强中学生

团员先进性的重要载体。

2.举办成人仪式旨在抓住中学生从未成年向成年转变的关

键时期，对广大中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国

家观念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引导和帮助广大中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增强公民意识、宪法和

法律意识、责任意识、感恩意识， 从内心深处激发社会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成人仪式可安排在五四青年节或国家宪法日举行。

4.成人仪式原则上由学校团委书记或当地团组织负责人主

持。

第一项：升国旗、奏唱国歌；

第二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

第三项：师长代表致辞(可由上级团组织领导、校领导、知

名校友或教师代表阐明成人仪式的意义， 对参加学生提出希

望和要求)；

第四项：家长代表致辞(回顾孩子成长经历， 表达美好祝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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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师长、家长为参加学生佩戴成人帽或成人纪念章，

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六项：学生向师长、家长鞠躬行感恩礼；

第七项：学生代表发言，表达感恩之情、承诺成人责任、

展望青春梦想；

第八项：学生朗诵经典(可选用《少年中国说》或《青春》

等经典文章相关内容)；

第九项：学生面向国旗庄严宣誓；

领誓人一般为团组织负责人或学生团员代表。

誓词内容：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将遵守宪法和法

律，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行使权利，忠实履行义务，

弘扬社会道德，爱国、励志、求真、力行， 做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的好青年，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宣誓人：×××。

第十项：奏放团歌旋律，参礼学生迈过成人门。

（八）“我们的节日”系列教育活动

通过挖掘传统节日和重要节庆日、纪念日蕴藏的丰富资

源，举办庄严庄重、内涵丰富的校内庆祝活动或者典礼，加强

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增进师生对传统文化的了

解，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1.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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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春节：开展“过大年谢父母”感恩教育主题活动，贴春联、

送祝福、拜大年，弘扬孝道文化，传承优良家风。

②元宵节：开展“赏花灯、猜灯谜”主题教育活动，共度喜

庆团圆、文明祥和的节日。

③清明节：开展“清明祭先贤”主题教育活动，到许慎文化

园、烈士陵园祭拜先贤、英烈，缅怀先辈，弘扬传统文化。

④端午节：开展“过端午佳节、诵中华经典、做有德之人”

主题教育活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增强爱国主义

情感。

⑤中秋节：举办“共迎团圆节 共筑家国梦“主题教育活动，

营造阖家团圆、邻里和睦、社区安定、民族团结、家国和谐、

世界大同的融洽氛围。

⑥重阳节：开展“尊老孝亲”主题教育活动，尊老敬老爱老

孝老，营造关爱陪伴感恩致敬老人的浓厚氛围。

2.重要节庆日。

①劳动节：开展“参与劳动实践、感受劳动之美”主题教育

活动，向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举办劳动技能竞赛，提高劳

动实践能力，培养良好的劳动意识。

②五四青年节：举办入团仪式、14 岁集体生日或成人仪式，

开展征文、演讲比赛，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学生争做守法

公民，立志成才报国。

③国际儿童节：开展“欢乐童年 放飞梦想”主题教育活动，

https://www.baidu.com/link?url=hSrv-1x0PG2xZkPo2hhqBe-UI9DtL3YOHJo2UMEiDyCX370msO0Y_yJmu6D7HijPMEAgV7L1_LUF8JONUpoDZK&wd=&eqid=ec971e1400012417000000025ef5bb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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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入队仪式，传唱优秀童谣，举办文艺汇演，引导学生健康

成长。

④建党节：开展“红心向党”系列教育活动，激发爱党爱国

爱家乡的浓厚情感。

⑤建军节：开展“同庆建军佳节 共叙鱼水深情”主题教育活

动，进军营、做军训、磨意志、悟成长，加强军民之间的鱼水

之情，继承和发扬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⑥教师节：开展“尊师重教”主题教育活动，教会学生感恩，

向老师致敬，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营造重德养德的浓厚

氛围。

⑦国庆节：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教育活动，增强爱国意

识，激发积极向上的爱国热情。

3.重要纪念日。

①学雷锋纪念日：开展“身边‘雷锋’在行动”主题教育活动，

投身志愿服务，弘扬雷锋精神。

②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展“维护国家安全，增强安全

责任”主题教育活动，大力宣传关于公民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

和利益的基本义务，提高国家安全法治意识，增强防范和抵御

安全风险能力。

③全国防灾减灾日：开展“构筑生命安全防线”主题教育活

动，加强生命安全教育，举行消防应急、地震避险疏散演练，

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升防灾减灾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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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世界环境日：开展“关爱环境，保护绿色家园”主题教育

活动，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养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习

惯。

⑤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开展“铭记历史振兴中华”主题教

育活动，参观抗日战争教育纪念馆（基地）等，铭记历史，继

往开来，增强爱国主义情感，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

感。

⑥国家宪法日：开展“弘扬宪法精神，做合格公民”主题教

育活动，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宪法知识竞赛、征文比赛和演讲

比赛等，引导师生树立法治意识，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

宪法、运用宪法。

三、工作要求

各县（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直属分局、全市各中小学校

（幼儿园）要将礼仪制度的落实开展作为创建文明城市、文明

校园工作的重要抓手，结合本地、本学校实际，对相关礼仪制

度进一步细化完善，不断创新活动形式，积极开展特色鲜明、

实践性强、教育效果明显的主题教育活动，加大宣传报道力度，

大力营造和谐文明氛围。

各学校要进一步提升办学理念，将文明礼仪教育与校园文

化建设相结合，深入开展师生文明礼仪教育，大力提高师生文

明素养，营造崇尚文明、讲究礼仪的校园氛围，全面建设文明

和谐校园，助推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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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校要加强对仪式活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

活动前制订活动方案和安全预案，活动中做好活动记录和照片

拍摄，活动结束做好相关总结。

漯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年 7月 3日印发


	    ⑤中秋节：举办“共迎团圆节 共筑家国梦“主题教育活动，营造阖家团圆、邻里和睦、社区安定、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