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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江 西 省 教 育 厅

赣教宣字〔2019〕15 号

关于在全省教育系统组织开展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读书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赣江新区社会事务局，各高

校、省属普通中专：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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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集中宣传展示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唱响新时代

主旋律，引导全省大中小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厚植家国情

怀，自觉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奋斗之中，按照省委宣传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群众性

主题教育活动安排，根据《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江西省教育

厅 2019 年宣传思想工作要点》（赣教宣字〔2019〕12 号）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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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在全省教育系统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主题读书活动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 江西高校出版社

二、活动时间

2019 年 6—12 月

三、参加对象

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

四、主要活动安排

各地各校组织广大学生认真阅读和系统学习《读懂中国系

列》读本（分小学低年级版、小学高年级版、初中版、高中版、

中职中专版，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我爱你中国——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学生读本》（大学生版，人民出版

社出版，江西高校出版社发行），并在此基础上积极组织开展

以下活动，以深化、检验学习效果。

1.开展主题党、团、队日活动或主题班会。各地各校围绕

读本学习体会，组织每个班级召开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党、

团、队日活动或主题班会教育活动。

2.开展一次征文比赛。各中小学校（含中职中专）以“读

懂中国——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结合党、团、队日活动或

主题班会活动成果，开展征文活动，学校择优推荐文章参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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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的祖国”全省中小学生主题征文比赛（活动方案详见附件

1）。

3.举办一次知识竞答赛。各高校依托学习《我爱你中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学生读本》（大学生版），

选派代表队参加全省大学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知识竞答赛

活动（活动方案详见附件 2）。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在全省教育系统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

国”主题读书活动，是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的重要安排。各地各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

领导，专门部署安排，精心组织实施，把握正确导向。要严格

按照学生自愿的原则订阅推荐书目,积极组织参加征文比赛、知

识竞答赛等系列活动。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站、

微博、微信等多种传播渠道，广泛宣传发动，营造浓厚氛围，

使主题读书活动成为人人参与、人人受教育的“思政大课”。

2.突出思想内涵。各地各校要以主题读书活动为契机，深

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改革开放教育和“爱国·奋

斗·奉献”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学生深刻认识历史和

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

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不断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努力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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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担当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各地各校请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前，将活动工作方案（加

盖单位公章）和具体责任部门、联系人发送至指定邮箱：

543541354@qq.com。

联系人：王进颖，联系电话：0791-88175897。

附件：1.“读懂中国——我和我的祖国”全省中小学（含

中职中专）征文比赛活动方案

2.“我和我的祖国”全省大学生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知识竞答赛活动方案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江西省教育厅

2019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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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读懂中国——我和我的祖国”
全省中小学生征文比赛活动方案

一、活动安排

1.征文范围：全省中小学校学生（含中职中专）；

2.征文截止时间：2019 年 11 月 30 日；

3.征文要求

（1）紧扣主题，聚焦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改革开放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程，进而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要求主题鲜明、贴近生活、感

情真挚、文笔流畅。

（2）征文题目自拟，体裁不限。

（3）征文字数：小学低年级学生不少于 150 字，小学高年

级学生不少于 400 字，初中生不少于 600 字，高中生及中职中

专生不少于 800 字。诗歌体裁可适当放宽字数要求。

（4）征文必须为原创作品，不得抄袭或套改。一经发现即

取消参评资格。

4.评选流程

征文比赛分小学低年级组、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

组、中职中专组五个组别进行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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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含省直管县、市）按组别

将作品统一报送至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赣江新区社会事务

局将作品报送至南昌市教育局）, 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统一

组织市级评选，择优报送至活动承办单位。各省属普通中专将

评选的优秀作品直接报送至活动承办单位。

南昌、九江、赣州、宜春、上饶、吉安、抚州，每市上报

优秀作品不超过 250 篇；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每市上

报优秀作品不超过 150 篇。省属普通中专每校上报的优秀作品

不超过 6 篇。

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省属普通中专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将本市（校）优秀征文和作品汇总表的电子文档发送至

活动承办单位指定邮箱，不接受纸质文稿。

省级评选分组别按提交作品总数不超过 5%的比例评选出一

等奖，按提交作品总数不超过 10%的比例评选出二等奖，按提交

作品总数不超过 15%的比例评选出三等奖。

5.奖项设置

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根据活动组织情况和比赛结果，

设置优秀组织奖、优秀单位奖和优秀指导老师奖若干。

6.有关说明

主办单位在尊重获奖作品著作权的同时，拥有对其宣传、

推广和出版等形式的使用权。获奖作品将由江西高校出版社结

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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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讯地址及联系方式

1.普通中小学征文比赛

联系人：王进颖

联系方式：0791-88175897，18679182280

电子邮箱：543541354@qq.com

2.中职中专征文比赛

联系人：苏飘逸

联系方式：0791—88100805,15270992728

电子邮箱：474053736@qq.com

三、推荐读本

1.小学生（一至三年级）：《读懂中国系列·我为祖国点

个赞》，定价 15.00 元。

2.小学生（四至六年级）：《读懂中国系列·共和国的红

色见证》，定价 18.00 元。

3.初中生（七至九年级）：《读懂中国系列·五星红旗为

什么这样红》，定价 20.00 元。

4.高中生：《读懂中国系列·我和祖国有个约定》，定价

22.00 元。

5.中职生：《读懂中国系列·我和祖国有个约定》，定价

22.00 元。

附件：征文比赛作品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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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请填写设区市教育局/省属普通中专名称）征文比赛作品汇总表
联系人：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

序号 组别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县***学校（全称） 指导老师 指导老师联系方式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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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我和我的祖国”全省大学生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知识竞答赛活动方案

一、参赛对象及组别

参赛对象为全省高校在校学生；竞赛分本科院校组（含独

立学院，下同）和高职高专组。

二、竞赛内容

《我爱你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学生读

本》（大学生版，人民出版社出版、江西高校出版社发行）的

相关知识。

三、竞赛时间及地点

2019 年 11—12 月；复赛和决赛地点为南昌市（具体另行通

知）。

四、竞赛规程

（一）主要流程

竞赛分为选拔赛、复赛和决赛三个赛程:

1.选拔赛

以网络知识竞答赛方式举行。2019 年 11 月 10 日 9：00

至 11 月 30 日 17：00 期间，各校宣传动员学生通过登录“江西

教育网”，或关注“江西省教育厅”微信公众号，参加“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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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国”全省大学生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知识竞答网络答

题活动（参赛学生须在 30 分钟内完成 50 道题目，超时系统

将自动判分），答题通道将于 11 月 30 日 17:00 自动关闭。

按各校学生参与率、平均分、满分率等综合得分排名，本

科院校组、高职高专组分别取前 18 所院校（含承办高校）入围

全省复赛；入围复赛的学校各选拔 4 名选手（至少 1 名女生）

组成学校代表队参加全省复赛。

2.复赛和决赛

复赛和决赛由大赛组委会组织，采取电视竞答赛形式，分

本科院校组和高职高专组进行。

复赛：每个组别的 18 支代表队各抽签分成 A、B 组 2 个小

组进行比赛（每个小组 9 支代表队），2 个小组各获胜的 3 支代

表队进入决赛，即本科院校组、高职高专组分别有 6 支代表队

进入决赛。

决赛：各组别 6 支代表队分别决出一、二、三等奖。

（二）奖项设置

两个组别分别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同时评选优秀组织奖、优秀指导老师奖和最佳选手奖若干名。

（三）竞赛规则

竞赛规则和纪律见附件 2-1。

五、有关事项

1.各校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选手的培训、参赛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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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定 1 名教师全程指导。竞赛期间，各校指导教师要加强本

校参赛学生安全教育，严格管理；参赛学生要自觉服从组委会

和指导教师的有关安排，确保竞赛安全、有序。

2.在昌比赛期间各校代表队食宿统一安排，往返交通费和

食宿费由所在学校负责。

联系人：本科院校组（邹昭金，联系方式：0791-88592575，

178693873@qq.com）；高职高专组（罗时明，联系方式：

0791-88592565,125683800@qq.com）。

附件：竞答赛规则和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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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竞答赛规则和纪律

一、竞答赛规则

（一）复赛

各参赛代表队 4 名选手按上场顺序依次编为 1～4 号，比赛

过程中不得变更选手编号。

第一轮比赛，每个参赛队的 1 号选手同时上台，竞答同一

道题，答对的选手回到原位等候下轮比赛；答错的选手则直接

淘汰。从第二轮比赛开始，各队未淘汰选手按编号顺序轮流上

场比赛，直至该队所有选手全部被淘汰；其余队继续比赛，直

至只剩 3 支队伍还有选手在场，则这 3 队进入决赛。若出现每

队最后一名选手同时答错的情况，则本轮选手均不下场，继续

竞答直至只有 3 名选手答对，比赛结束，产生进入决赛的队伍。

（二）决赛

决赛采用与复赛相同的方式决出一、二、三等奖。最先淘

汰的 3 支队伍为三等奖，其次淘汰的 2 支队伍为二等奖，最后

胜出的 1 支队伍为一等奖。若出现 6 支代表队最后 1 名选手同

时作答时，分以下几种情况决出胜负：

1. 1 人对、5 人错，则答对的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其余 5

队继续比赛直至产生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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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人对、4 人错，则答对的 2 支代表队先继续答题，胜

出的获得一等奖，另一支队获得二等奖；之前答错的另外 4 支

队继续答题直至产生二、三等奖。

3. 3 人对、3 人错，则答对的 3 支代表队继续比赛，胜出

的获得一等奖，另外 2 支代表队获得二等奖，之前答错的 3 支

代表队为三等奖。

4. 4 人对、2 人错，则答对的 4 支代表队继续比赛，胜出

的获得一等奖；剩余 3 支代表队中，最先淘汰的为三等奖，胜

出的获得二等奖；之前答错的 2 支代表队为三等奖。

5. 5 人对、1 人错，则答对的 5 支代表队继续比赛，胜出

的获得一等奖；剩余 4 支代表队中，最先淘汰的 2 支代表队为

三等奖，胜出的 2 支代表队获得二等奖；之前答错的代表队为

三等奖。

6. 6 人全对或 6 人全错，6 人继续比赛，直至决出一、二、

三等奖。

选手每次作答时间限定 20 秒（不包含主持人读题及解释时

间），答题超时将视为答题错误。

选手答题流程为：主持人请每队的 1 名队员到答题区，请

主持人宣读考题，同时考题会出现在大屏幕上——20 秒内选手

将答案写在答题板上——主持人宣布时间到，答题选手亮题板，

主持人裁定——答对的选手返回原座位（未能作答或答错的选

手直接淘汰）。场内选手继续比赛，直至场内剩下一支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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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比赛结束。

二、赛场纪律

1.所有参赛选手要求统一着正装。

2.所有参赛选手不得携带手机等各种通讯传输设备进入赛

场；违者，取消该选手参赛资格。

3.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不得提示本队答题选手，不得影

响其他参赛选手作答；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4.台下观众通讯设备须调至静音，且不得以任何形式提示

参赛选手；违者，劝其离场，核实后通报所在单位。本轮答题

成绩作废。

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年6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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