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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铁军 打响战役 浓厚氛围
团市委积极投身打赢剿灭劣Ⅴ类水体攻坚战

今年以来，团市委积极响应全市剿灭劣Ⅴ类水体的冲锋

号和动员令，围绕“夺鼎、提标、剿彻底、防反弹”总目标，

立足共青团职能和组织优势，以三支队伍、三大行动、三项

宣传深化共青团参与“五水共治”工作，为劣Ⅴ类水体剿灭

战役贡献力量，相关工作被《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中

央级媒体报道 8条次。

一、以“百千万”队伍全力锻造剿劣铁军

“河小青”是全市广大青少年参与治水力量的总称，

是河长的助手。今年以来，团市委以“百千万”队伍为抓

手打造治水志愿铁军。一是招募万名“河小青”志愿者。在

“志愿汇”APP上专项发布“河小青”招募活动相关信息，



2

在“团聚湖州”微信平台、“湖州共青团”网站上开辟“河

小青”报名专栏，在“青春邀约走基层·服务青年听结办”

共青团大宣传大调研活动中网罗社会各界热心公益的爱心

人士，打通定向发动和自主申报的双向通道。截止目前，APP

上已有注册志愿者 75 万名，其中“河小青”志愿者 20 万名，

“红马甲”身影活跃在治水宣传、河道保洁等活动中。二是

培育千名“河小青”骨干。在治水志愿者中重点组建一支具

有一定专业技能和知识的“河小青”骨干力量，通过专业培

训、专家授课、主题讲座等形式，提升专业化水准。发挥以

点带面作用，带动全市 10 万人次以上的志愿者立足生物治

水、科技治水，助力河流生态环境修复等。三是扶持百家“河

小青”团队。充分发挥共青团在凝聚青年社会组织中的枢纽

作用，完善“党委政府列项目、团青组织推项目、社会组织

领项目、协同三方评项目”的工作机制，深化“你有梦想·我

有行动”公益提升计划，支持一批生态环保青年社会组织和

青少年环保社团，全年资助项目 33个、68000元，鼓励开展

水质监测、水源地清污、违法排污监控等志愿服务。

二、以“三大行动”全力投入剿劣战役

发挥广大团员青年在巡河护水、创新创效、循环经济发

展等领域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青年争做排头兵、敢为众人

先，走在劣Ⅴ类水体剿灭战前列。一是开展青少年大巡河行

动。从 3 月开始到年底，各级团组织深入全市 861个劣Ⅴ类

小微水体的剿劣攻坚战一线，协助河长参与水资源保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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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改善、水污染防治等。利用“微河长”等新媒体工具，

沿河进行“随手拍、随手捡、随手护”，及时举报监督乱丢

乱排现象。结合大学生“双百双进”，开展“巡一条河道”

“访一个典型”“讲一个故事”“办一件实事”“做一个课

题”的“五个一”活动；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征文绘画、亲子

巡河、主题队日等活动，发挥“小手拉大手”作用。二是开

展岗位大建功行动。发挥“青”字号品牌作用，开展“百家

青年文明号助力治水、百支青年突击队建功竞赛”活动，在

水利、建设等部门打造 100支治水工程青年团队，通过“赛

安全、赛质量、赛管理、赛进度、赛创新、赛育人”的“六

赛”竞赛及青工“五小”活动，推进清洁示范岗、节能降耗

示范岗等创建。三是开展产业大示范行动。鼓励青联委员单

位、青年企业家企业、青农协会员单位等带头推进产业治理，

加强“三废”利用和处理，加大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力度，创

建环保领跑示范企业。鼓励农村创业青年带头发展高效生态

农业、带头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降低农业面源污染。

引导农村青年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处置，倡导养成节水爱水的生活习惯。

三、以“三加模式”全力营造剿劣氛围

加大治水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先进典型，积极推广治水

相关新媒体产品，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治水人人

有责 护水人人参与”的理念。一是“传统+新型”媒体，拓

宽治水宣传渠道。发挥团属期刊、网站等传统媒体作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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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题报道、信息、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动态报道“河小

青”助力治水志愿服务活动，宣传治水工作的进展和成效。

借助微信、微博等新型媒体，依托“团聚湖州”“青柚湖州”等

新媒体平台，及时播报各地“河小青”助力治水工作。二是

“培育+选树”典型，弘扬志愿治水精神。发挥先进典型的

示范引领作用，着眼培育和选树典型，挖掘“治水剿劣”领

域的优秀青少年典型，全年选树 100名乐于奉献、助力治水、

事迹突出的“河小青”治水志愿达人和团队。在“最美湖州

人——第七届湖州市十大杰出青年”评选中，表彰一批治

水领域先进青年。组建“出彩青春”宣讲团，邀请治水志愿

服务优秀个人（团队）进学校、企业、社区讲述先进事迹，

展示治水志愿者良好的精神面貌。三是“形象+产品”推广，

凝聚全民治水共识。设计推出湖州治水志愿者卡通形象代

言人“河小青”，动员各级团组织设计开发宣传治水护水的系

列漫画、H5、微电影、歌曲等，如创新推出歌曲MV“河小

青修炼手册”，在青少年中广为传播。抓住“3·5学雷锋日”

“6·5环境日”“8·15湖州生态文明日”等契机，开展环

保嘉年华、生态绿色风尚节、环保知识竞赛等活动，增强青

少年环保生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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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万名“河小青”重拳出击助力剿劣行动

为贯彻落实全市“四新”主题实践要求，团长兴县委秉

持青年铁军精神，在全县开展万名“河小青”助力剿灭劣 V

类水集中行动，发动全民参与治水，取得明显成效。今年以

来，共择优选聘“河小青”领头雁 230 人，带动 11360 余名

青年志愿者，奔赴治水护水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290 余

次，多次在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网等媒体上宣传报道，获

得团省委领导、县委主要领导批示，在全社会营造了共同关

注、共同参与治水的良好氛围。

一、多渠道覆盖，发布青年“河小青”全城招募令

为打造一支拉得出、打得响、素质过硬的长兴“河小青”

志愿服务队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为“熟悉河道，口碑好、

热心公益事业、具备相关基础知识、居住地临近河道”，多

渠道开展招募工作。一是志愿汇 APP 线上招募。以“志愿汇”

APP 为新载体，上专项发布“河小青”升级招募活动相关信

息，实现“e 键招募”，打通定向招募与团员青年自主报名

互通连贯渠道，记者、社工、退休人员、公务员、律师、企

业家等各行各业的人群踊跃报名。二是“青春零距离”线下

招募。以“1+100”直接联系青年制度贯彻落实为契机，组

织各辖区专职团干进一步深化落实“青春零距离”大走访，

沉下身子接地气，在深入基层一线“听民声、了民情、解民

困”的同时，重点在青年群体中推介“河小青”招募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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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初步意向者信息记录在《走访手记》中，后续跟进招募

和审核。三是“长兴共青团”平台招募。在“长兴共青团”

团县委微信官方平台开辟招募专栏，明确服务内容和河长职

责，实现咨询答疑、资质条件审核后台全覆盖，“网罗”全

县各行各业优秀青年志愿者加入“河小青”队伍，用好新兴

媒体提升团组织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二、多层次发力，“河小青”全面奔赴治水一线

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着力宣传引导，全

面推动“河小青”带领万名青年志愿者奔赴治水一线。一是

“领头雁”带头起飞。全县乡镇（街道、园区）统一实行辖

区化管理，团委牵头面上指导、统筹协调，在辖区方案制定、

长效管理、日常检查、过程实施、效果评价等环节中切实发

挥“领头雁”作用。围绕“信息反馈无缝隙、日常沟通无间

隙”原则，对于日常巡查发现但不能现场马上解决的污染问

题，及时反馈给当地政府与县河长办，已反馈问题 32 个，

被采纳“我为治水献一计”金点子 18 个。二是“五个员”

主力护航。扮演好“巡查员”“分析员”“劝导员”“宣传

员”及“组织员”等五类角色，做到日常巡查分析河道脏乱

差不马虎，及时劝导污染水质行为，常态化开展河道管理保

护宣传工作，动员组织广大青年群众加入“护水大军”，充

分落实市民群众的选择权、监督权、参与权和知情权。三是

“强造势”扩大影响。着力挖掘“河小青”在开展护水治水

行动中的闪光点，利用长兴县首届“学雷锋志愿服务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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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契机进行大力宣传和广泛报道，发出现场招募和倡议，传

播青春正能量，扩大社会影响力。如发挥青年人聪明灵活优

势，使用无人机、微信群进行巡河排查、联系、反馈，被中

央电视台、浙江卫视报道，让长兴“河小青”更具青春气息，

展现共青团特点。

三、多形式管理，推动“河小青”剿劣行动见长效

以“河小青”长效化管理为根本立足点，着力破解治水

护水“全面动员、全民参与”难题，完善机制保障，进一步

巩固“河小青”治水清河成果。一是规范化进行管理服务。

去年，举办长兴县青年“民间河长”志愿服务队启动仪式，

对首批入选的 80名优秀青年志愿者进行集中理论教学培训，

明确职责分工、讲解治水护水工作方法，部署全年度工作任

务。今年，各乡镇“河小青”升级后又发出集体倡议，团县

委联合县河长办为“河小青”志愿服务队授旗颁发河长聘书，

并为核心志愿者购买志愿服务保险。二是高效化利用新兴媒

体。建立各辖区“青字号·护绿水”河小青微信群，加强网

上舆论引导，实时发布河道污染定位共享，利用新兴媒体优

势，动员附近志愿者全天候参与河道治理。如长兴龙山街道

的“河小青”李丹，在包漾河岸边巡查时，发现几处垃圾，

及时将信息上传到所在村的微信群内，村里立即组织人员进

行了处理。三是常态化开展志愿活动。严格落实“一天一查

看、一周一活动、一旬一反馈、一月一总结、一季一主题”

志愿服务机制。在常态化开展治水护水工作的基础上，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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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春来早·加油干”和“万名‘河小二’助力剿劣行动”

两次集中行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在全县掀起治水护水

新高潮，以铁军精神全面剿灭劣Ⅴ类水。在巡查河道、分析

污染源、劝导村民的同时，“河小青”深入辖区内学校、社

区、企业，累计开展生态环保公益宣讲 260 余场次，号召群

众将治水护水责任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

工作简讯

团市委：今年以来，按照省、市委剿灭劣Ⅴ类水工作会

议要求，湖州市启动中小学“剿灭劣Ⅴ类水 共建美丽湖州”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全市少先队员开展治水护水系列生

态环保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争做剿灭劣Ⅴ类水体的小小宣传

者、实践者和监督者，发挥小手拉大手作用，达到“教育一

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一是

争做治水小小宣传者。通过少先队活动课等形式，组织全市

少先队员们开展千场“节水护水”知识学一学、说一说、画

一画、议一议等活动，做到了学习宣传全覆盖。如“青柚空

间”的少先队员们在共青团“河小青”们的带领下开展“稚

手画湖城”活动，用彩笔画出心中的美丽河道，呼吁人们保

护水资源。二是争做治水小小实践者。以“雏鹰假日小队”

为单位，积极开展红领巾巡河志愿服务，组织少先队员们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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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最美水源”，记录河道保洁情况，撰写护水调查小报告，

开展植绿护绿、小鱼治水等活动。如市少年宫“垃圾分一分，

湖州美十分”游戏体验活动，吸引少年儿童 1800 余人次，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教导少先队员们掌握垃圾分类的方法，带

动家长一起养成绿色环保的生活习惯。三是争做治水小小监

督者。充分发挥“红领巾环保社团”“红领巾护水监督岗”

作用，在校内外少先队辅导员老师的带领下开展水质检测、

河面巡查等活动，及时发现污染水源、乱扔垃圾的现象，及

时制止破坏生态环境、污染水资源的不文明行为，劝导周边

居民爱水护水。今年以来，全市组建红领巾志愿队 200 余支，

创建“红领巾环保社团”“红领巾护水监督岗”216 个，开

展水质监测等活动 500 余场次。

吴兴团区委：吴兴团区委率先发布全省首个青年治水护

水微信功能平台——“河小青·微河长”APP，青年河长通

过培训掌握使用方法后，可“随时随地”将巡河、日常生活

中看到的河道洁净情况上传至 APP，后台将对信息进行分类

整理，交由吴兴区治水办督办处理。据了解，该平台现有关

注人数 1253 名，已收到河道水质反馈信息 2000 余条次。

德清团县委：近日，德清团县委广泛发动团干部、青年

志愿者等成立“河小青”队伍，开展科研治水、“小鱼治水”、

小微水体检测、“青心行”等活动，吹响“河小青”助力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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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青春治水集结号。截至目前，已组建水体清淤队、水质监

测队等突击小分队 50 多支，设置青年护水岗、青年护水站

76 个，开展各类活动 235 场次，认领问题小微水体 48 个，

提出整改意见 86 条，参与志愿者逾万人次。

安吉团县委：近期，团安吉县委招募 200 余名青少年志

愿者成立“河小青”护水队，在全县各乡镇（街道）设立 35

处“青少年护水岗”，并由河小青认领参与日常巡河护水。

此外，团安吉县委还与浙江科技学院安吉校区及湖州师范学

院生命科学学院签订合作协议，依托学校老师和学生的专业

知识、设备，推动日常巡河护水向专业化、科技化发展。

湖师院团委：近日，师院团委部署开展“剿灭劣Ⅴ类水”

集中行动、“河小二”巡河行动、“双百双进”社会实践“五

水共治”专项行动、“治水科技下基层”科技服务行动、防

洪排涝应急处理培训行动、节水节能环保行动等“五水共治”

志愿服务“六大行动”。截至目前，全校共组建团队 42 支，

招募志愿者 989 人，结对河流 14 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56

场次。

湖职院团委：4 月 7 日，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团委组织开

展大学生助力“剿灭劣 V 类水行动”出征仪式暨“奔跑吧，

水手”校园公益微马大赛，新聘请的 30 名“大学生助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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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及 450 名学生志愿者代表参加活动，活动以倡议、公益

微马等形式号召大学生争当“劣Ⅴ类水剿灭战”的宣传者、

践行者与监督者。同时，各团支部通过主题团日活动形式，

集中开展“水文化”微团课竞赛、“大手牵小手，碧水蓝天

共拥有”环保宣讲、“五水共治”窨井盖创意彩绘大赛等系

列活动，并组建“清丽湖州”水文化调研团队，赴湖州各地

拍摄水景，制成水“韵”菰城宣传视频，向社会宣传治水护

水知识。

南浔区旧馆镇团委：4 月 9 日，南浔区旧馆镇团委积极

发动青年志愿者、青年民兵、青年干部等力量，开展“河小

青”巡河行动。60 余名“河小青”分组分片走村寻水查河，

同时积极配合检测单位寻找水体进行取样检测。在巡河过程

中，“河小青”们一发现有污水谭、河道不清洁等问题，第

一时间上报村委和镇“五水共治”办，主动联系督促相关人

员对问题进行整改。

德清县钟管镇团委：4 月 1 日上午，德清县钟管镇团委

联合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在钟管镇蠡山村探索中草药治

水。河埠头边，专家指导志愿者们采集标注水样，现场教学

中草药治水的相关理论和基本操作。接下来，专家团队会带

着优秀本科生、研究生，不定期组织调研实践，钟管镇团委

将发布中草药认领活动，由青年志愿者专人养护中草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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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保证中草药种植有良好的土壤、水质环境，志愿者们

将配合专家开展水质检测和环境监测，科学助力五水共治。

送：市四套班子领导，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正副秘书长，市治水办领导

发：各县（区）团委，开发区、度假区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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