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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青年之声”工作简报 
第 6 期 

共青团无锡市委办公室编                 2016 年 8 月 31 日 

一、无锡“青年之声”数据统计 

排序 市(县)区 提问数 
累计 

回答数 
点赞数 专家数 

信息报送数

(含案例) 

本月问题

增长数 

1 新吴区 1561 1350 622 132 7 937 

2 滨湖区 1188 1118 336 124 22 170 

3 锡山区 1149 1078 445 139 14 155 

4 江阴市 996 759 806 132 4 279 

5 梁溪区 879 469 359 114 6 161 

6 宜兴市 747 776 1267 193 4 55 

7 惠山区 589 566 281 129 7 8 

**数据统计时间截至 8月 31 日  

 

二、线下服务工作 
江阴团市委“青年之声· 全澄护苗益起

来” •、“青年之声 千千来了”等品牌节目覆

盖数十万青年 2016 年暑期，江阴团市委在

“FM907”电台推出“家长也来晚自修”青年

之声特别版“全澄护苗益起来”，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好评。节目主要以青少年成长、青少年

权益维护为主要话题。节目一月一话题，围绕

“大学生如何在暑期打工期间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从傅园慧现象谈如何培养青少年

正确的成败得失观及青少年心理调适方式”等

青年关注的话题，每月初邀请律师、检察官、

法官、社会调解员、心理工作者等相关专家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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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形成文稿，然后录制成 2小时左右的节目，截为 5-6 小期，固定在每月第三周

连续每天播出，下午 16：30-17:00 首播，晚间 20:30-21:00 重播，覆盖人群数

十万。 

同时，江阴团市委经过前期策划，于 7月 4号正式在粉丝数达 9万多的“江

阴青年汇”微信公众号上开通“青年之声•千千来了”节目。该节目由江阴青年

正能量“网红”李一千录制，围绕时事热点，以幽默风趣的脱口秀形式，宣传江

阴的团青工作，引导青年积极向上，弘扬社会正能量。每期节目时长为 5分钟左

右，截止目前共录制 5期，分别围绕大学生宿舍该不该装空调、大学生暑期实践、

青年创业、梦想的故事、大学生开学等话题，受到青年广泛关注。 

 

滨湖区开展“青年之声·弘扬工匠精神”系列线下活动 8 月 2 日，一场由滨

湖区蠡园开发区团工委主办的“弘扬身边工匠精神 实干建功绽放青春”之 “青

年之声·匠人专场真人图书”线下活动在无锡国家工业设计园报告厅火热举行。

本土剪纸艺人陈静怡、手工匠人全量、金缮修复师刘子琳和咖啡烘焙师杨正四位

本土青年工匠代表受邀做客“真人图书馆”，与 20 多位开发区青年和学生相聚

在一起，畅谈对工匠精神的理解。8月 12 日晚，由滨湖区胡埭镇团委主办的“青

年之声·最美青工 缀美胡埭”颁奖典礼

在胡埭小胡山公园隆重举行。晚会颁发

了“最美青工”等奖项，为胡埭的广大

青年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坚定了广大团

员青年立足岗位、成长成才的信心和决

心。颁奖晚会上，青年们还精心准备了

文艺演出，为颁奖典礼锦上添花，在欢

乐的氛围中有所学、有所悟。 

 

锡山团区委举办“青年之声·团聚

青春 七夕遇见你”七夕文化观礼暨青

年交友会 8 月 9 日七夕节当天，共青团

锡山区委员会、锡山区青年联合会共同

举办“青年之声·团聚青春 七夕遇见你”

传统文化观礼暨青年交友会，引导青年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扩大单身青年交友

联谊渠道，让青年在这里感受文化、邂

逅缘分，爱上具有中国韵味的浪漫。当天，来自锡山区机关、事业、学校、银行

等单位的 50 余名单身青年来到了活动现场。穿针引线、定向寻宝、撕名牌…加

深了彼此的认识和了解。为了将都市青年交友与传统文化传承相结合，主办方还

特别邀请了致力于汉文化传承的青年社会组织无锡汉新社，通过汉服体验秀、汉

式婚礼观礼等体验活动，带领青年穿越古今，品味汉文化的经典魅力。 

    中船澄西团委举办“青年之声”第三届“船澄杯”清凉一夏，激情一夏水上

趣味运动会 8 月 14 日下午，来自中船澄西各团支部的近百名运动员参加了水上

趣味运动会，此次比赛共设置了蜻蜓点水、手忙脚乱、太空漫步、鱼跃龙门、孤

注一跳、空中飞人等 6个闯关项目，比赛进行过程中，高潮迭起、笑语不断。通

过此次水上趣味运动会的成功举办，有效加强了公司团员青年的沟通交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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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团队意识，在这炎炎夏日，也为他们创造了一次清凉之旅，以此激发他们更加

努力奋斗，为更好地建设澄西、繁荣澄西，不断发挥团员青年生力军的堡垒作用。 

新吴区举办“青年之声”系列

活动线下丰富学子暑期生活8月17

日下午，新吴区旺庄街道团工委联

合旺庄中学“庄园”吉他社举办“青

年之声”线下音乐主题沙龙，20 多

名青年与家长一起参加了本次活

动。《小草》、《春天花会开》、

《南方姑娘》、《那些花儿》等愉

悦轻快的曲子让大家如痴如醉。此

次活动根据青年们在“青年之声”

线上提出的需求量身定制，既给青

年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丰

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增进了

青年之间的交流沟通。 

暑期，新吴团区委还将青年线

上反馈的“在外求学学子希望感受

家乡发展”等需求转化为线下工作

项目--“青年之声·新吴区新高地

新征程” 优秀学子暑期创新创业体验营活动。体验营邀请互联网+创业典型、全

国创青春大赛银奖、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一米工作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薛静丰为参加活动的大学生分享创业心路历程；区人力资源中心副主任王

学用作专题演讲，向优秀学子介绍我区的创业扶持政策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并组织学子们参观 360 江苏分公司，软件园展示中心、3W 咖啡众创空间、区大

学生创业园等，增强学子们对家乡的了解和热爱。 

 

惠山团区委开展“青年之声·1+100 联系青年”系列活动 8 月 17 日下午，

惠山团区委“青年之声·1+100 联系青年”之青联代表专场座谈。座谈会上，团

区委书记周凌晶就什么是“1+100”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制度、为什么要落实、

如何落实等情况向与会青年作了介绍。惠山的团干部和与会的青联代表就如何将

青联未来的发展与青联各界别特点相融合增强青联影响力，如何推动青年创新创

业、服务青年成长成才、加强和改进青联自身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惠山团区

委紧密围绕 “1+100”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制度，持续开展了“青年创业思辨会”、

“对话青商 青税同心创未来”等专场活动，与区各界青年保持长期联系、经常

联系，广泛团结全区青年，为惠山的发展建设贡献发挥更大的作用。 

宜兴团市委举行“青年之声·2016 年宜兴市‘圆梦大学行动’助学金发放

仪式”8 月 24 日上午，宜兴团市委在市政府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举行了“青年

之声·2016 年宜兴市‘圆梦大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75 名受助生及家长、

各镇（园区、街道）团（工）委书记共 90 余人参加了发放仪式。近年来，宜兴

团市委不断加强氛围营造，拓宽筹资渠道，进一步延伸“圆梦大学行动”服务内

容、对象，通过资金自筹、团内动员和爱心企业捐赠设立助学基金的方式，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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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希望之星”、“北海之星”、“小太阳之星”、“饮水思源•感恩太华”

等助学基金，同时积极向上争取“状元奖”、“茅台基金”、“电力基金”等助

学基金名额，9年来，“圆梦大学行动”共资助暂时贫困学生 643 名，资助金额

达 172.255 万元。今年暑期，团市委共资助暂时贫困学生 75 名，资助金额 22.26

万元，为学生送去关怀，圆他们的大学梦想。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苜蓿草”暑期爱心圆梦团播撒真善美 2016 年暑假，来

自无锡职院机械技术学院的“苜蓿草”爱心团队开启“青年之声”爱心圆梦志愿

服务。借助“无锡市惠山区蓝丝带志愿者协会”平台，爱心队员们通过在无锡市

南禅寺开展为期一周筹集善款的“微行动”，帮助惠山区特殊家庭的吴越小朋友。

队员们冒着酷暑，悬挂横幅，张贴海报，爱心奔走，共为吴越募集手术资金 1600

多元。“苜蓿草”暑期心手相连爱心圆梦实践服务活动已经连续开展了三年，众

多师生参与到活动中来，不仅为无锡惠山区三十个贫困儿童家庭送去祝福和关爱，

也让爱心服务队员们切身体验公益活动的

辛酸和坚持。 

 

无锡广电团委“青年之声·在线图书

馆”上线半年吸粉数万人今年 4 月起，来

自广电集团（台）各岗位的青年员工，每

周在线上推荐一本心爱之书，选读一段精

致美文，并录成音频、视频的形式在无锡

广电集团团委的微信公众平台“青年映像”

中与青年分享。《平凡的世界》、《青铜

葵花》、《打工旅行》、《少有人走的路》……

周周月月的积累就像细流汇成江海，希望

只言片语的分享能成为青年们读书路上最

好的陪伴。 

 

  无锡团市委积极推进“网上共青团· 青

年之声”团委门户网站及团支部网络专区建设 为全面落实团中央、团省委关于

加快推进“网上共青团”建设发展的工作要求，无锡团市委迅速启动各级团委门

户网站建设及团支部网络专区试点建设，精心挑选建设试点，扎实推进专区建设，

将 7个市（县）、区，6家市属高校作为团委门户网站的建设试点，推报广电集

团广播中心团总支、地税一分局团总支为团支部专区建设试点，形成上下联动的

工作格局。 

“网上共青团”建设工作，要求建好用好本地本单位在“网上共青团”系统

中的专属门户网站，实现全团信息“一键到底式”主动推送，推动基础团务规范

化建设，切实增强基层团员的光荣感归属感，全面激活团的组织终端。按照“网

上共青团”建设规划，“支部专区”建设试点工作已于 7月 1日正式启动，团委

门户网站建设将在 9月底前完成。 

接下来，团市委将进一步组织完善“网上共青团·青年之声”平台及各支部

试点的建设，持续推动“互联网+共青团”工作，灵活运用新媒体，提高共青团

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加强对“互联网+”时期青年网络思想的引导。 

 

http://www.baidu.com/link?url=0ouYkibmsfKYsD_-AtorOuqKpR6k5WoUYULbZAkTYzDwrHsCuEflm0JIYD8BZX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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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秀案例展示 

线上吹响“集结号角”,线下唱响“青年之声” 

——梁溪区“青年之声”线下服务案例 

梁溪共青团在线上搜集“青年之声”，在线下发出“青年之声”，展现梁溪

青年风采。 

一是“青年之声”志愿服务青年。针对青年存在服务社区、贡献社会的奉献

意识和需求，在线上通过“青年之声”、“青春梁溪”公众号等平台广发“英雄

帖”，招募志愿者；在线下开展“青年

之声”之“发出我们的声音”系列活

动，一方面通过开展“主题培训+专题

讲座”，提升“青年之声”志愿者对青

年的成长、创业、婚恋、心理健康、维

权等方面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发挥下

辖街道社区、单位和居民的联动作用，

由专业社工牵线搭桥，引入社会组织，

培育志愿团队，持续开展在“巾帼课堂”

中帮助残疾人学会手指操、在党史党章

知识竞赛中发挥继承前辈、传承后辈的

纽带作用、在“魅力扎染”中化身“文

化使者”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二是“青年之声”乐活凝聚青年。

针对青年反映的健身、交友、娱乐等青

春需求，团区委同各级团组织一道，开

展新鲜乐活的“青年之声”线下活动，以青年感兴趣的方式来服务青年，把更多

的青年凝聚在共青团周围。应热爱运动的青年需求，组建“梁溪 hey 运动俱乐部”，

以强健体魄、健身交友为出发点，让更多青年爱上运动；联合广电、公安、供电

等七家市直属团组织开展七夕风尚交友派对，为未婚青年架设沟通交友的桥梁，

打造时尚的交友新方式；融入公益元素，开展“乐跑吧、梁溪青年”等活动，让

公益辐射更广，让爱心家喻户晓；携手原本音乐打造“乐梦苏醒”无锡原本原创

青年音乐节，发出青年最强有力的音乐之声，点燃全社会传递青春正能量的燎原

之火；与博纳影城共建“共青团放映厅”，面向辖区中小学及团组织发放 7万张

共青团观影卡，7月和 8月期间每天免费放映一场公益电影，发挥红色影片、青

春影片对广大青少年的教育引导作用；举办“青春微公益•低碳绿生活”的后备

箱爱心集市活动，筹得善款 3000 多元，全额捐赠给新市民子女学校。 

三是“青年之声”思辨引导青年。注重通过青春思辨、共青团我想对你说等

方式，鼓励青年在线下以青春分享的方式，把青春正能量传递给青少年，把有意

义的事情做的不仅有意思更让青年有兴趣。邀请精微秀大师赵红育的传承人贾小

琼、最美青年工匠网络候选人许文杰等近十名各行业优秀青年齐聚惠山古镇畅谈

“工匠精神”，让“工匠精神”在青年中传承；以“@共青团，我想对你说”为

主题，诚邀青年创业者、江苏省好青年代表、青少年典型等，与青年互动分享成

长奋斗经历和梦想，现场还利用直播技术，把基层团青活动的朴实与精彩展现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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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网民朋友；开展“青春新榜样 梁溪好青年”评选，选树爱岗敬业、创新创

业、诚实守信、崇义友善、孝老爱亲等五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传播

正能量的身边好青年。 

四是“青年之声”项目联系青年。依托 12355 青春加油站、青年社会组织、

青少年之家等平台载体，结合“1+100”直接联系青年制度开展青年群众走访，

以项目化运作方式开展青年工作，以项目促团建，以品牌促发展。先后启动青春

起航之困境新市民家庭子女青春期过渡援助项目，梦想学园 “二次”留守困境

青少年自主学习与自我发展项目；运作“惠风雅韵”青年文化创业服务项目，实

现文化与创业的共赢模式；运作“折翼天使”婚恋服务项目，解决残疾青年婚恋

问题。 

五是“青年之声”寻访教化青少年。针对辖区青少年暑期活动缺乏以及关爱

辖区困难青少年群体等情况，启动

“青年之声——领巾寻梦‘十三五’”

党团队手拉手活动，以“少先队活动

课”为主阵地，分批带领少年儿童走

进企事业单位、文化场馆等先进集体，

在看一看、做一做、问一问、想一想

中，感受“十三五”印记；开展“党

报小记者 寻梦‘十三五’”暑期快

乐成长营活动，组织近千名党报小记

者走进知名企业、创业园地、文化广

场等场所，开展 8 场不同主题的“采

风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用独

特的视角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感受家乡“十三五”变化；举办“童

心同梦 筑爱梁溪”青年之声寻访实

践体验营活动，组织梁溪爱心企业家

与辖区贫困职工家庭青少年牵手结对，

寻访本土匠师，学习传统文化，了解

工匠精神；联合童舟亲子成长公益服务社举办童舟“21 天灯光下的阅读”展览，

倡导亲子阅读，营造书香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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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船澄西团委举办“青年之声”第三届“船澄杯”清凉一夏，激情一夏水上趣味运动会8月14日下午，来自中船澄西各团支部的近百名运动员参加了水上趣味运动会，此次比赛共设置了蜻蜓点水、手忙脚乱、太空漫步、鱼跃龙门、孤注一跳、空中飞人等6个闯关项目，比赛进行过程中，高潮迭起、笑语不断。通过此次水上趣味运动会的成功举办，有效加强了公司团员青年的沟通交流，提升了团队意识，在这炎炎夏日，也为他们创造了一次清凉之旅，以此激发他们更加努力奋斗，为更好地建设澄西、繁荣澄西，不断发挥团员青年生力军的堡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