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昌 市 教 育 局
洪教职成字〔2021〕5 号

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在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开

展“少年工匠心向党 青春奋进新时代”主

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教体局、各中等职业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推动中等职业学校深入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创新开展“文明风采”活动，教育引导学生衷心拥护

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开

展“少年工匠心向党 青春奋进新时代”主题教育活动的通

知》（赣教职成字〔2021〕15 号）要求，现就在我市中职

学校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少年工匠心向党 青春奋进新时代



二、系列教育活动

1.“我们一起学党史”活动。通过开展演讲比赛、“四

史”知识竞答、讲党史故事、“四史”学习每日“打卡”、

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等活动，教育学

生学好党史，同时学好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中职学校党组织书记、校长要以党史学习教育为重点，

为学生上好专题思想政治课。各校要结合实际开展老党员讲

入党故事、大国工匠进校园、“榜样引领 技能筑梦”优秀

毕业生返校、专家学者讲党课等，以学生身边的鲜活典型促

进“四史”学习教育。其中演讲比赛活动列入今年“文明风

采”征文演讲项目中开展。“四史”知识竞答活动依托 2021

年江西省中职学校“红色匠心 青春质造”知识竞赛活动开

展（见附件 4）。

2.“写给 2035 年的我”寄语。各中职学校要教育引导

学生梳理总结“四史”学习感悟，结合所学专业开展职业生

涯规划，重点培养把小我融入大我、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征程的职业理想。组织学生以书信或微视频等形式，寄语

2035 年的自己，展望未来，寄托理想，努力奋斗。

3.红色基因传承活动。各地各中职学校要用好革命遗址

遗迹、纪念场馆等红色教育场所和《建党伟业》《大国工匠》

等影视资源，利用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线上线下结合

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传承活动，引导学生体验革命传统和

革命精神，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中职学校要深入挖掘学校



办学历史，找准学校发展与百年历程的联结点，发掘用好校

史、校训、校歌中的红色教育元素，激励学生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

4.“文明风采”活动。各校结合区域和学校实际，在今

年已开展“文明风采”活动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少年工匠

心向党 青春奋进新时代”的活动主题，继续开展相关“文

明风采”活动，重点选取师生认可度高、参与广泛、针对性

强、职教特色突出的活动形式，创新开展“文明风采”活动。

同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有益于学生成长成才的活动内容，

加强培育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落实劳动教育、体育和美育

有关要求，加强公共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生命教育、

禁赌禁毒教育等，开展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运动、校园抗艾

防艾行动，深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教育，统筹开展育人活动。

深入推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约》学习签署践行活动。

三、工作要求

1.各校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力求实效，针对学生特

点开展切合实际、生动有效的活动，要坚持活动育人、实践

育人、以文化人，防止形式主义、走过场。要完善“校校组

织，班班活动，人人参与”的活动机制，引导全体学生广泛

参与，让每一名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

2.各校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新媒体加强宣传展

示，筑牢拓展网络德育阵地。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

活动网站（www.moewmfc.org）将开设专栏，对主题教育活



动开展情况进行宣传报道，各校要及时做好典型案例、展示

作品选送方面工作。典型案例应符合教育活动主题和中职学

校育人要求，在理念、方法等方面有一定创新，育人成效显

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借鉴意义和应用推广价值。展示作

品要能够展示新时代中职学生精神面貌，特别是爱国热情和

奋进风采。教育部将适时组织“我们一起学党史”“写给 2035

年的我”相关优秀微视频和部分展示作品，在全国性活动期

间集中宣传展示。

3.各地各校要把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首位，落实

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展的工作要求，按

照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学校疫情防控技术方

案（国卫办疾控函〔2020〕668 号），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形

势和学校实际，统筹做好活动组织和疫情防控工作。

四、奖励办法

“文明风采”活动展演类展览类作品及典型案例作品按

《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0-2021 学年中等职业学校“文

明风采”活动的通知》规定评奖，“四史”知识竞答活动按

《2021 年江西省中等职业学校“红色匠心 青春质造”知识

竞赛活动方案》评奖。其他典型案例、“我们一起学党史”

活动微视频作品和“写给 2035 年的我”寄语活动作品将择

优选送参加省级评审，不另行设奖。

五、材料报送



1.填报表格并上报工作总结。请各中等职业学校认真根

据本校主题教育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认真填写活动开展情

况统计表（附件 1），撰写活动开展情况总结（基本情况、

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下一步建议等）。

2.典型案例，包括文字说明（不超过 2000 字，含 Word

版和 PDF 版，图片以配图形式插入文档）、图片、视频等。

各校提交案例数不超过 3 个，其中“我们一起学党史”活动、

“写给 2035 年的我”寄语、红色基因传承活动每类案例各

不超 2 个，并填写典型案例汇总表（附件 2）。

3.“我们一起学党史”活动微视频作品，各中职学校提

交微视频不超过 3个。微视频类展示作品应为学生自主拍摄，

时长不超过 5 分钟，并填写展示作品汇总表（附件 3）。

4.“写给 2035 年的我”寄语活动作品，各中职学校提

交微视频和书信各不超过 3 个。微视频类展示作品应为学生

自主拍摄，时长不超过 5 分钟，书信提交 WODR 版，并填写

展示作品汇总表（附件 3）。

5.“文明风采”展演类展览类作品及典型案例 4 月份已

提交此次不再提交。

6.各地各校活动动态可随时报送到全国“文明风采”活

动网站，包括文字报道、图片、视频等，相关要求及操作指

南见网站有关栏目。教育部职成司将及时通过活动网站、微

信公众号等同步推送，广泛宣传展示。



5.表格、工作总结及作品材料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前报

送电子邮箱：350807892@qq.com。

联系人及电话：

市教育局职成科 余 军：0791-83989457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尚 武：18170009011

裘 华：13707083666

附件：1.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2.典型案例汇总表

3.展示作品汇总表

4.2021 年江西省中职学校“红色匠心 青春质造”

知识竞赛活动方案

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 4 月 28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8 日印发

http://www.moe.gov.cn/s78/A07/A07_sjhj/202104/W020210406324204330581.docx
http://www.moe.gov.cn/s78/A07/A07_sjhj/202104/W020210406324204347761.docx
http://www.moe.gov.cn/s78/A07/A07_sjhj/202104/W020210406324204350715.docx


附件 1

南昌市中等职业学校“少年工匠心向党 青

春奋进新时代”主题教育活动开展

情况统计表

学校：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系列活动
“我们一起

学党史”活动

“写给 2035

年的我”寄语

红色基因

传承活动

“文明风

采”活动

校级活动

总数

参与校级活

动学生数



附件 2

典型案例汇总表

单位：

序号 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活动层级 作者 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1

□“我们一起学党史”活动

□“写给 2035 年的我”寄语

□红色基因传承活动

□省级活动

□地市级活动

□校级活动

2

□“我们一起学党史”活动

□“写给 2035 年的我”寄语

□红色基因传承活动

□省级活动

□地市级活动

□校级活动

3

□“我们一起学党史”活动

□“写给 2035 年的我”寄语

□红色基因传承活动

□省级活动

□地市级活动

□校级活动

填表人：联系电话：



附件 3

展示作品汇总表

单位：

序

号
作品类别

作品形

式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所在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联系方式

1 我们一起学党史 微视频

2 写给 2035 年的我 微视频

3 写给 2035 年的我 书信

4

5

填表人：联系电话：

注：1、“我们一起学党史”作品形式为微视频，“写给 2035 年的我”作品形式微

视频、书信等均可。微视频类作者不超过 6人，书信作者只 1人。每份作品的指

导教师不超过 2人，填写一位指导教师的联系方式。

2、此表电子版以 EXCEL 表提交。



附件 4

2021 年江西省中职学校“红色匠心 青春质

造”知识竞赛活动方案

一、活动主题

“红色匠心 青春质造”

二、活动对象

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籍学生；五年制高职一至三年级

学生。

三、活动时间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

四、竞赛内容

关于红色道路、红色理论、红色政权、红色精神的历史

贡献和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

史）的相关知识。红色文化部分可参考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

发行的《红色文化（中职版）》教材。

五、竞赛流程

2021 年 6 月 1 日 9:00 至 6 月 15 日 17:00 期间

各地各校组织学生登录“江西教育网”首页或通过智能手

机关注高欣教育”微信公众号参加“红色匠心 青春质造”

线上知识竞赛,答题通道将于 6 月 25 日 17:00 自动关闭。



各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组织

所属中职学校学生参加，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和高职院校组织

本校学生参加。

六、竞赛规则

参赛学生每次只有 3 次答题机会，须在 30 分钟内完

成 50 道题目，超时系统将自动判分。

七、奖项设置

大赛设团体奖、最佳选手奖、优秀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

师奖。团体奖按参赛队的团体成绩高低(各地各校学生参与

率、平均分和满分率等综合得分)依次取前 6 名,其中一等

奖 1 名,二 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最佳选手奖则按参赛

选手 3 个赛季个人总成绩和答题时间快慢取前 6 名。优秀

组织奖（主要依据各地各校学生参与率评出）和优秀指导老

师奖视各地各校比赛组织和开展情况各取 10 名。

八、有关事项

1.本次竞赛由省教育厅职成处负责工作指导和统筹协

调，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选手的学习、动员、参

赛等工作。

2.竞赛相关问题咨询,请联系大赛组委会：

江西省教育厅职成处 邹海洋，0791-86765153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汤珍珍，0791-8851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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