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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昌市教育局机关委员会

关于转发《南昌市教育系统
2020 年“兴家风、淳民风、正社风”

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局机关、离退休支部：

经市教育局机关党委研究，现将《南昌市教育系统 2020

年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兴家风、淳民风、正社风”活动实

施方案》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文件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各支部要对 2020 年“三风”活动的工作安排进行部署、

梳理、总结，并于 10 月 31 日前将相关材料电子稿（含工作

总结、活动通知、8-10 张实景图片、新闻报道等）上报至市

教育局机关党委。（邮箱：252718609@qq.com，电话：

0791-83986475）

中共南昌市教育局机关委员会

2020 年 5 月 13 日

中共南昌市教育局机关委员会 2020年 5月13日印发

mailto:ncjy0791@163.com，联系人：杨老师，叶老师 83986478
mailto:ncjy0791@163.com，联系人：杨老师，叶老师 8398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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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教育系统 2020 年“兴家风、淳民风、
正社风”活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传承

中华优秀道德文化等重要讲话精神，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道德文化，引导全市广大师生、

家长强化文明意识、规范文明言行，推动与倡导《南昌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相融合，不断提高其综合文明程度和道德

文明素养，营造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更好地服务于“美丽

南昌·幸福家园”环境综合整治，为南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做出贡献，助推“三风”活动在全市教育系统深入开展，

特制定 2020 年“三风”活动实施方案，具体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以“兴家风、淳民风、

正社风”活动为抓手，结合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和主

题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师生崇德向善，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中小学校落地生根，助推全市家风更优良、民风

更淳朴、社风更文明，为做大做强做优大南昌都市圈提供精

神支撑。

二、活动时间

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

三、主要内容

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利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德育契机，开展“为最美‘三风’点赞”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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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在全市教育系统倡导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积极

推动全市中小学校师生的文明素养提升，深入推进人文环境

建设，全面营造浓厚的“三风”活动氛围，主要包括六个环

节：

（一）拍“三风”。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政

部门、各学校开展“最美‘三风’我来拍”活动，以“践行

‘三风’寻找最美”为主题，通过摄影作品、书画作品和短

视频生动呈现抗击疫情期间的好人好事、亲身感受和所见所

闻，进一步弘扬社会正气，积极营造崇德向善的舆论氛围。

（二）晒“三风”。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政

部门、各学校开展“致敬最美‘逆行者’”“好家风、好家

规、好家训”“凡人善举故事”等“三风”主题 H5 创意设

计征集活动，以 H5 动画这种新兴的新媒体宣传方式，“发

出奋战音”、绘制“战疫”图，讲述南昌市教育系统最美“三

风”故事。

（三）展“三风”。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政

部门、各学校开展“三风”主题宣讲活动。组建全市教育系

统“三风”活动宣讲团（队），通过演讲、朗诵、情景剧等

多种方式，以“展示好‘三风’，传播正能量”为主题，深

入全市中小学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明大德、守

公德、严私德——优秀家风故事”、抗疫英雄人物事迹报告

等“三风”宣讲活动，在全市教育系统传播“三风”的正能

量，弘扬社会文明风尚。

（四）唱“三风”。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政

部门、各学校开展“三风”之歌征集活动，通过创作并传唱

“兴家风、知礼仪、扬美德”“讲文明、守法纪、行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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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环境、转作风、美家园”等“三风”主题相关歌曲，凝

聚南昌教育人的文明共识，汇聚南昌教育人的文明力量，展

示南昌教育人的文明形象，让教育系统的凡人善举唱响洪城

的每个角落。

（五）推“三风”。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政

部门、各学校开展最美“三风”系列创建、推荐活动。大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充分挖掘抗击疫情期间的感人事

迹，树立典范、立好标杆，让一批批可见、可信、可敬、

可学的最美“三风”系列先进代表显现出来，走进群众视

野，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六）践“三风”。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政

部门、各学校组织开展“关注民生传民意，模拟政协践‘三

风’”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通过模拟政协的提案形成和体验

政协的议事形式，引导青少年学生关注社会民生热点、强化

社会使命担当，用创新的实践方式诠释最美“三风”的内涵。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保障。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

政部门、各学校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专人具体负责，

并从物力、人力、财力上给予保障，以“四有”标准（有计

划、有队伍、有场所、有展示）深入开展“兴家风、淳民风、

正社风”活动，确保活动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成效。对

于活动覆盖面广、参与人数多、活动成效显著的县区教育行

政部门和学校予以表彰，颁发最佳组织奖。“三风”活动开

展情况将纳入年度“五看五比”综合考评德育工作评价指标。

（二）力求长久实效。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

政部门、各学校要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将“三风”活动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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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融入到建设优良家风、学风、教风和校风的活动中去，

列入年度工作计划进行安排部署。坚持久久为功不松懈，把

“三风”活动作为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来抓，确保“三风”

活动持久深入开展。

（三）重视宣传报道。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

政部门、各学校要加强“三风”活动宣传报道，主动与各级

新闻媒体和市教育局新闻中心对接联系，广泛宣传报道活动

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效，不断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吸引广大

师生和家长参与到活动中来，积极营造全市教育系统向善向

上的良好风尚。

附件：1.“关注民生传民意，模拟政协践‘三风’”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2.南昌市教育系统开展“三风”宣讲活动的实施

方案

3.“践行‘三风’寻找最美”主题摄影、短视频、

H5 动画、书画作品、歌曲征集活动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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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注民生传民意 模拟政协践‘三风’”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为创新“三风”实践活动，打造特色活动品牌，促进全

市中小学生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充分体验国家发展，让人民

政协走进青少年，让全市中小学生关心社情民生，真正理解、

体验中国特色的民主协商政治制度，进一步加强社会责任意

识，经研究，决定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关注民生传民意 模

拟政协践‘三风’”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具体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立德树人、砺志笃学、技能拓展、实践创新”为宗

旨，通过模拟人民政协的提案形成过程、体验人民政协的组

织形式、议事规则等，让广大青少年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活动对象

全市中小学生

三、活动时间

截至 2020 年 9 月底

四、组织原则

以属地组织实施为原则，局直属学校、省属事业办学校、

市管民办学校（统称市属学校）参与所属县区教育行政部门

组织的活动。

五、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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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单位（学校）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作用，积

极

邀请政协委员担任指导教师。在政协委员的指导下，组织学

生开展系列活动，进行社会调研、草拟政协提案、展示议事

协商等。

（二）以县区为单位，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辖区内

中小学校开展“优秀政协提案征集”、“优秀政协提案现场

陈述”以及“模拟政协议事协商展示”等活动。

（三）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以上述活动为重点，举办

“模拟政协成果汇报会”。会前必须向市教育局报备，上报

汇报会方案，积极邀请各县区政协委员出席并进行点评，主

动与各级媒体对接。

（四）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于 9 月 30 日之前上报 5 个

优秀提案（小学 2 个，中学 3 个，市属学校必须占有一定的

比例）至市教育局思政处，邮箱：szc0791@163.com。文本

材料包含：①南昌市首届模拟政协活动优秀提案推荐汇总表

（见附件 1-1）②南昌市首届模拟政协活动优秀提案书（见

附件 1-2）③ 调研报告 ④ 3 分钟提案调研过程的汇报视频⑤

12 分钟内陈述展示的定稿 PPT。

六、表彰奖励

市教育局根据上报提案的质量，统筹考虑，设立市级一、

二、三等奖若干名，并颁发获奖证书。

附：1-1.南昌市首届模拟政协活动优秀提案推荐汇总表

1-2.南昌市首届模拟政协活动优秀提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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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1

南昌市首届模拟政协活动优秀
提案推荐汇总表

县区（学校）：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推荐

单位
节目名称 学段

指导

老师

指导老师

电话
备注



—9—

附1-2

南昌市首届模拟政协活动优秀提案书

提案人 学 段
指导老师

及电话

联名提案人

所在学校

案 题 提案类别

案

由

解

决

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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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展示好‘三风’ 传播正能量”
“三风”宣讲活动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对“三风”活动提出的“认识要再

深化、措施要再细化、保障要再强化”指示要求，推动“三

风”从“六进”走向“全覆盖”，根据《市委办公厅批转市

政协办公厅〈南昌市“兴家风、淳民风、正社风”活动 2020
年工作安排〉的通知》（洪办字〔2020〕72号），经研究决

定，组建全市教育系统各级各类学校“三风”活动宣讲团

（队），大力开展“展示好‘三风’ 传播正能量” “三

风”宣讲活动，特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组织机构

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组建“三

风”宣讲团（队），开展“三风”宣讲活动。宣讲团（队）

成员由教育界别政协委员、“三风”榜样人物、党员、干部、

教师、学生、家长等组成。

二、宣讲内容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思想；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

4.典型人物（抗疫英雄人物）事迹、凡人善举、“三风”

好故事；

5．开展“三风”活动的好经验、好做法及其成效。

三、活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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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

四、活动方式

1.教育界别政协委员深入全市中小学校开展中华优秀

传统道德文化、“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优秀家风故

事、典型人物事迹报告等“三风”宣讲活动，在全市教育系

统传播“三风”的正能量，弘扬社会文明风尚。

2.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依据

宣讲内容，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在全市教育系统各层面推

选典型，组建团队，让教师、学生、家长成为宣讲主体。宣

讲可采取报告会、座谈会、故事会、演讲会、朗诵会、情景

剧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方式进行。以“身边的

感动·榜样的力量”为主题，开展“三风”宣讲比赛，展示

“三风”宣讲成果。

3.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充分

利用校园广播、校园网络、电子屏幕、板报橱窗等媒介平台，

宣传展示“三风”活动及其内涵，不断拓展学校“三风”活

动的渠道和空间。注重运用“互联网+”方式，统筹线上线

下两个阵地，运用“两微一端”等新技术新应用，发布“三

风”宣讲内容和信息，总结推广宣讲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实现信息互通共享、线上线下同频共振。

五、活动要求

1.严控宣讲质量。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政部

门、各学校要确保宣讲团（队）成员宣讲内容的舆论导向，

严控质量。“三风”宣讲活动要贴近教师、学生、家长，让

他们在参与活动过程中受教育、得实惠，提升获得感、收获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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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时总结上报。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政部

门、各学校要对“三风”宣讲活动进行归纳总结，并于 10

月 31 日前上报“三风”宣讲活动工作总结，8-10 张活动图

片及图片说明、新闻报道等材料至市教育局思政处。邮箱

szc0791@163.com，联系电话：83986478，83986053。

mailto:ncjy0791@163.com，联系人：杨老师，叶老师 8398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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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践行’三风’寻找最美”

主题摄影、短视频、H5 动画、书画作品、

歌曲征集活动实施方案

本次活动以“践行’三风’寻找最美”为主题，利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德育契机，运用多元化的新媒体征集竞赛

形式传播优良家风、淳朴民风、清正社风，广泛普及宣传“三

风”文化，倡导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崇

德向善的舆论氛围。

一、活动时间

截至 2020 年 8 月底

二、参与方式

由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前期

自行海选征集，然后于 8 月 31 日前择优推荐至指定邮箱

2841216656@qq.com，文件夹上标注：南昌市教育局+推荐单

位+作品类型+联系人及电话。

三、作品要求

1.上报作品内容健康，富有新意，紧扣“兴家风，淳民

风，正社风”活动内容，为个人原创，如有抄袭，取消推荐

资格；

2.各县区（开发区、新区）教育行政部门分类别择优推

报至少 20 个摄影作品、短视频、H5 动画、书画作品和 3-5

首“三风”歌曲（含 1 首区本级创作歌曲），各学校推报至

少 5 个摄影作品、短视频、H5 动画、书画作品和 1 首“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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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

（一）摄影作品

1.大赛仅接受数码照片（含手机拍摄），格式要求为 JPG。

彩色、黑白不限，单幅、组图均可，组图要求为 3—10 张；

2.作品大小，数据量不超过 5M,像素不得低于 200 万；

3.数码摄影作品不人为去除原始拍摄信息，不得加

LOGO、水印、修饰性边框；

4.参赛作品要注明作者姓名、联系电话、作品名称、作

品 简介（或作品背后的故事）等，信息不全不予参选；

5.参赛者须保留手机原始照片的完整信息，以便最终评

选

核实；

6.参赛作品不得改变原始图像内容，必须是作者本人创

作；

7.合成及拼接照片，以及其他增加或删减影像内容等影

响 作品真实性的照片不予参选；

8.作品文件命名：南昌市教育局+推荐单位+作品名称+

参评者姓名+联系电话。

（二）短视频作品

1.推荐视频要求时长在 30 秒左右；

2.以个人或者团队形式参评，人数不限；

3.推荐视频规格：码流 10M 以上，横屏为 1920*1080, 竖

屏

1080*1920,需将视频编辑制作完成发送指定邮箱，并附上作

品的简要介绍；

4.作品文件命名：南昌市教育局+推荐单位+作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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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评者姓名+联系电话。

（三）H5 动画作品

1.图片清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H5 动画作品如果不

能上传，请把链接发至指定邮箱 2841216656@qq.com，并做

好说明；

2.作品文件命名：南昌市教育局+推荐单位+作品名称+

参评者姓名+联系电话。

（四）书画作品

1.参赛作品的形式不限（书法、绘画均可）、字体不限

（正、

草、篆、隶等均可），勿托裱；

2.扫描电子文件不小于 2M,作品文件命名：南昌市教育

局+推荐单位+作品名称+参评者姓名+联系电话。

（五）“三风”歌曲

1.参赛音视频要求原则上时长不得超过 5 分钟，并附完

整的

词曲谱；

2.参赛者需将歌词、歌曲音频或视频及词曲谱发送指定

邮箱，并附上作品的简要介绍；

3.作品文件命名：南昌市教育局+推荐单位+作品名称+

参评者姓名+联系电话。

四、作品评选

由南昌广播电视台牵头，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择优评选

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

五、其他说明

1.参评作品一律不予退稿，请自留备份。参赛作品如涉

mailto:1.图片清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H5动画作品如果不能上传，请把链接发至指定邮箱2841216656@qq.com，并做好说明。
mailto:1.图片清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H5动画作品如果不能上传，请把链接发至指定邮箱2841216656@qq.com，并做好说明。
mailto:1.图片清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H5动画作品如果不能上传，请把链接发至指定邮箱2841216656@qq.com，并做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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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肖像权、著作权、名誉权等相关法律纠纷，概由参评者自

负其责；

2.所有获奖及入选作品，主办方享有无偿用于各项宣传

活动的权利，如有异议，请在上报材料中予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