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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关委函〔2019〕16号 

 

关于 2019 年“读懂中国”活动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省（区、市）教育厅（教委）关工委，各直属高校关工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内容，更好发挥教育

系统关工委“五老”优势，提升“三全育人”成效，2019年，

教育部关工委在 2018年试点基础上, 以“我和我的祖国”为

主题，在全国高校关工委全面开展“读懂中国”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各地各校积极响应，结合学校办学和育

人特色及学生特点，充分发挥关工委成员单位作用，着力调

动二级关工委积极性，广泛发动“五老”和学生参与，据不

完全统计，全国有 726所高校的 100.45 万大学生参与，采访

优秀“五老”1.41 万名，优秀作品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展播，

中国大学生在线网站、喜马拉雅、微博，以及中国教育电视

台、部关工委微信公众号陆续推出，达到了“参与一个，受

益一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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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关工委关于全面开展“读懂中国”活动的

通知》要求，各省和直属高校共报送征文 590篇、微视频 239

个，经部关工委组织专家评审、常务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一生追随党》等 60 篇征文获评最佳征文

（见附件 1），河北医科大学《科研的路上没有休息站，只有

加油站》等 60 篇征文获评优秀征文（见附件 2）；河北农业

大学《二十八载坝上情》等 30 个微视频获评最佳微视频（见

附件 3），燕山大学《中国并联机构学专家——黄真》等 30个

微视频获评优秀微视频（见附件 4）。根据各地各校“读懂中

国”活动开展情况，经常务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北京等 20

个省级教育系统关工委、北京大学等 45 个部直属高校关工

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146个其他部委所属及省属院校关

工委获评优秀组织奖（见附件 5）。 

希望各地各校将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作品作为优质德

育教育资源，做好宣传、推广和应用，进一步扩大活动受益

面；要及时做好活动总结，形成本地本校开展活动的有效思

路、方法和机制，使其真正成为助力高校开展思政工作的有

效平台；要以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凝聚“五老”力量，提升

二级关工委组织力、强化育人实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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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19 年“读懂中国”活动最佳征文 

      2.2019 年“读懂中国”活动优秀征文 

      3.2019 年“读懂中国”活动最佳微视频 

      4.2019 年“读懂中国”活动优秀微视频 

      5.2019 年“读懂中国”活动优秀组织奖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19 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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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读懂中国”活动最佳征文 

序号 题  目 单  位 

1 一生追随党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 

2 “南海考古第一人”王恒杰先生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3 投身科普乐其中，心怀国家系未来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4 一生只为航空报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5 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者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北京） 

6 百年诗魂壮国魂，诗读中国慰平生 天津财经大学（天津） 

7 与祖国有歌一曲 燕山大学（河北） 

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燕山大学（河北） 

9 投笔从戎奔赴战场，立志报国求学轧钢 燕山大学（河北） 

10 耄耋专家李若伦 北华大学（吉林） 

11 到祖国需要我的地方去 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 

12 高山景行，心系祖国 苏州大学（江苏） 

13 从纷飞战火中走来的桃李人生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14 医者生命的春华秋实 南京医科大学（江苏） 

15 60 载光阴，与水产养殖业共成长 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16 走在光荣的荆棘路上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17 睹微机之诞生，与祖国共成长 安徽大学（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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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单  位 

18 踏遍青山情未了，心怀农民系国情 安徽农业大学（安徽） 

19 我的一生很幸运 安徽大学（安徽） 

20 绯红黎明，不断喷薄 福州大学（福建） 

21 立德树人的典范——蒋建平教授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 

22 冰川之子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23 一生倾情湘西，服务武陵发展 吉首大学（湖南） 

24 药箱里的“初心” 长沙理工大学（湖南） 

25 岁月增光彩：用汗水摘获皇冠上的明珠 广州大学（广东） 

26 人的一生全靠奋斗，唯有奋斗才能成功 广西大学（广西） 

27 固两国情谊，报党之培育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28 儋州立业，宝岛生根 海南大学（海南） 

29 一生无悔入“核门” 西南科技大学（四川） 

30 岿然信仰，红色传薪 北京师范大学 

31 大公至正，无愧一生坚韧 北京师范大学 

32 西语专业，在岑楚兰老师的眼中成长 北京外国语大学 

33 情系祖国甘愿奉献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34 自强自立，报效祖国 北京林业大学 

35 94 岁八路军老兵的初心与坚守 中国传媒大学 

36 忆峥嵘岁月 中国政法大学 

37 万里云天万里路，一重山水一重天 北京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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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单  位 

38 传承顶天立地的信念，追寻永不消逝的电波 大连理工大学 

39 
志在千里，直挂云帆济沧海； 

诱掖后进，化做春泥更护花 
东北大学 

40 许秀文:不忘初心，向光而行 东北林业大学 

41 岁月光华，与你同在 复旦大学 

42 立足岩溶地质，扎根祖国大地 同济大学 

43 耄耋驻春，未来有“我”！ 同济大学 

44 理想为石，实干为砂 同济大学 

45 为你千千万万遍，我的祖国 华东理工大学 

46 
投笔从戎，教书育人——从抗战老兵到

坚持理想信念的爱国老教师 
上海财经大学 

47 铮铮铁骨水利人，一腔热血献青春 河海大学 

48 “郯庐之父”徐嘉炜：风雨探索的一生 合肥工业大学 

49 赤子之心：从高原到大海 中国海洋大学 

50 戴俊生：征战世界屋脊的老黄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51 执守初心，收获“硒”望 华中科技大学 

52 不畏雄关漫道，终就信息之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53 厚植中非情谊，奉献医者仁心 中南大学 

54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中山大学 

55 跌宕人生，与国同行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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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单  位 

56 风雨兼程六十载 四川大学 

57 不忘初心，与时俱进 四川大学 

58 让科研助力工业腾飞 电子科技大学 

59 光阴的故事 长安大学 

60 不负科学大进军，脚踏河西觅镍金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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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读懂中国”活动优秀征文 

序号 题  目 单  位 

1 科研的路上没有休息站，只有加油站 河北医科大学（河北） 

2 丹心一片育桃李，科技兴农铸丰碑 吉林农业大学（吉林） 

3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4 不忘初心，接续奋斗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 

5 将医学理想与中国梦想联系在一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 

6 育人无声胜有声——用心守望的追梦人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7 不变情怀,永恒初心 南京医科大学（江苏） 

8 南信情，中国魂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 

9 无问西东，一直在路上 泉州师范学院（福建） 

10 大爱无言，润物无声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 

11 退而不休的家国情怀 安阳工学院（河南） 

12 文必有益于天下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13 忆往昔峥嵘岁月，促青年砥砺前行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14 用生命的余热去诠释奋斗 岭南师范学院（广东） 

15 “新元素”公益路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广东） 

16 平凡的努力 西华大学（四川） 

17 以宜院为马，逐梦天涯 宜宾学院（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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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单  位 

18 情系蓝天终不悔，胸怀国家铸精魂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四川） 

19 诲人不倦，育人楷模 贵州铜仁学院（贵州） 

20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贵州商学院（贵州） 

21 芒鞋不踏利名场，心不自缚与舟同 北京大学 

22 躬耕教育 60 载，问道建国 70 年 清华大学 

23 赤子之心，家国情怀 北京语言大学 

24 矢志合金路，科研报国心 北京科技大学 

25 话时代精神，铸民族信仰 北京化工大学 

26 正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北京交通大学 

27 扬鞭奋蹄，起于动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8 身出津门处国难，克艰弄潮筑油魂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9 开保险之先河，续保险之华章 中央财经大学 

30 陪伴中国会计走过漫漫长路 中央财经大学 

31 七十载难凉热血，千帆过不忘初心 中央财经大学 

32 教育报国青春梦，改革开放立新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3 党旗飘扬映初心，红心向党育桃李 华北电力大学 

34 踏异国万千山河，做汉语传播使者 南开大学 

35 无我为天下兴衰，诲人献万里山河 天津大学 

36 背佝偻不散宴席，染华发依旧年轻 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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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单  位 

37 巧手琢玉，才华泉涌 复旦大学 

38 一片丹心向阳开 上海交通大学 

39 青春敬老不忘初心，青年追梦砥砺前行 华东理工大学 

40 敬峥嵘岁月，许万里山河 华东理工大学 

41 读懂纺织老教授，立德树人百年业 东华大学 

42 “走出去”的中国数学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 

43 祖国才是我的“同相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 

44 家国情怀写春秋，一片丹心铸师魂 上海外国语大学 

45 静听花开，依路繁荣 东南大学 

46 甘洒余晖映朝阳 中国矿业大学 

47 倾听赵文光教授的故事 华中科技大学 

48  平凡见真“章” 华中师范大学 

49 走笔中国七十年 中南大学 

50 阐敬业宏图，施盛德经文 湖南大学 

51 为新中国点赞，为中山医点赞 中山大学 

52 与共和国一起走过的 70年 中山大学 

53 老骥伏枥孺子牛，余热生辉白首心 华南理工大学 

54 丹心献伟业，夕阳无限红 西南大学 

55 
受任于历史转折之际， 

勇挑起时代责任之重 
四川大学 



11 
 

 

 

 

 

 

 

 

 

 

 

 

 

 

 

 

 

序号 题  目 单  位 

56 铮铮铁骨，为国筑基 西南财经大学 

57 你在这里，国就在这里 西南交通大学 

58 “计”海无涯，天地有“芯” 电子科技大学 

59 路漫漫不忘初心，为国家砥身砺行 陕西师范大学 

60 上善若水，淡泊百年人生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2 
 

附件 3 

2019 年“读懂中国”活动最佳微视频 

序号 题  目 单  位 

1 二十八载坝上情 河北农业大学（河北） 

2 爱国心，强国梦 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 

3 百岁筑梦人 南京邮电大学（江苏） 

4 立德树人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5 踏遍青山人未老 江西农业大学（江西） 

6 祖国女儿 19 年的坚守 湖北医药学院（湖北） 

7 乡贤回乡，夏昭炎“种文化”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8 我和我的祖国 成都大学（四川） 

9 傅恒志专访 西北工业大学（陕西） 

10 我和我的祖国——杨芙清 北京大学 

11 柳冠中的设计哲学 清华大学 

12 新中国焊接泰斗——潘际銮的家国情怀 清华大学 

13 读懂中国——马绍孟 中国人民大学 

14 读懂中国——陈先达 中国人民大学 

15 我的“高温材料中国梦” 北京科技大学 

16 一息尚存，此志不移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7 山水教师 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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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单  位 

18 矢志不渝的坚守与追求 华北电力大学 

19 砥砺前行，我与祖国共命运 复旦大学 

20 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上海交通大学 

21 情系祖国的海洋 同济大学 

22 
辉煌瞬间 

——浙江大学光电学院高速摄影机团队 
浙江大学 

23 
创新中国 立德树人 

——中国创新管理之父许庆瑞 
浙江大学 

24 

潜心战小虫，矢志送瘟神 

——记厦门大学永不停歇的“科研候鸟”

唐崇惕 

厦门大学 

25 读您：励精图治 学者楷模 华中师范大学 

26 轮椅上的“中国金” 中南大学 

27 中国个体化医学的奠基者 中南大学 

28 报国情怀，矢志不渝 湖南大学 

29 沧桑百年梦尤新 中山大学 

30 我坚信，我的事业在中国——何镜堂专访 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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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9 年“读懂中国”活动优秀微视频 

序号 题  目 单  位 

1 中国并联机构学专家——黄真 燕山大学（河北） 

2 铁路绘蓝图，杏坛润桃李 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 

3 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4 艺路前行跟党走 南京艺术学院（江苏） 

5 读懂中国——“90 后”院士陈俊武 洛阳师范学院（河南） 

6 聚核情，圆核梦 南华大学（湖南） 

7 做敢于担当的时代新人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8 岁月增彩，毕生奉献 广州大学（广东） 

9 与秦荣教授走进西大复校发展史 广西大学（广西） 

10 儋州立业，宝岛生根 海南大学（海南） 

11 做一个对党和国家有用的人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12 我的 625，我的青春 四川轻化工大学（四川） 

13 杜瑞清专访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 

14 薛顺根专访 西安邮电大学（陕西） 

15 
胡德海——读书、教书、著书；立德、

立功、立友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16 惜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 北京大学 

17 读懂中国——刘文华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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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单  位 

18 追梦人永远是年轻 中国传媒大学 

19 我和我的祖国同发展、共命运 华北电力大学 

20 磊落平生无限爱，不辞冰雪藏域情 吉林大学 

21 与时代共进 华东师范大学 

22 慎终如始，踏石有痕 上海财经大学 

23 初心 合肥工业大学 

24 蓝色的诗篇 中国海洋大学 

25 “金钉子”精神点亮地质生涯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6 中国会计第一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7 大医风骨 中南大学 

28 目光长远，敢当时代先锋 中山大学 

29 西电故事——读懂文化自信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30 保山护水，殷育华夏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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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9 年“读懂中国”活动优秀组织奖 

 

一、省级教育系统关工委 

北京、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

四川、贵州、陕西 

二、部直属高校关工委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

石油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财经

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北电力大学、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东北林业

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东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河海大学、合肥

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南

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南大学、四

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陕

西师范大学、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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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部委所属及省属院校关工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

京印刷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

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天津

师范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理工大学、河北农业大学、

燕山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医科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延边大学、

北华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吉林建筑大学、东北电力大学、

长春师范大学、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农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体育学院、上海

师范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南京

邮电大学、苏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

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大学、

扬州大学、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农牧科技职业

学院、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护理职业学院、苏州经

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海洋

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安徽财经

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大

学、泉州师范学院、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南昌理工学院、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景德镇陶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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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滨州医学院、潍坊学院、德州学院、河南农

业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商丘师范学院、洛阳师

范学院、河南大学、安阳工学院、黄淮学院、信阳农林学院、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河南理工大学、湖北医药学院、黄冈师

范学院、湖北大学、湖北文理学院、长江大学、湖南师范大

学、长沙理工大学、吉首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南华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长沙

学院、衡阳师范学院、常德职业技术学院、湖南艺术职业学

院、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广州中医

药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岭南师范学院、韩

山师范学院、广州大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广东青年职业

学院、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海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理工大学、重庆文理学院、长江师范学

院、西南科技大学、成都大学、四川轻化工大学、成都理工

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宜宾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昌学院、

贵州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遵义医科大学、贵州师范大学、

安顺学院、云南中医药大学、西南林业大学、曲靖师范学院、

楚雄师范学院、文山学院、西藏民族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邮电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宁夏大学、

新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