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育 部 司 局 函 件

教关委函 (⒛zO)18号

关于开展⒛21年 “
读懂中国

”
活动的通知

各省 (区、市)教育厅 (教委 )关工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教育局关工委,各部直属高等学校关工委: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

迎接庆祝建党 100周年,应充分发挥
“五老

”
亲历者、见证

者、实球者的优势,、 扎实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更好助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

导广大青年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部关工委决

定 202】 年在全国高校继续开展
“
读懂中国

”
活动。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讲好入党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二、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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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各省级教育系统关工委、各部直属高校关工委

协办单位：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大学生在线

三、活动形式

由学校关工委组织发动二级学院关工委，根据新冠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年度主题组

织青年学生与有影响力的本校、本地“五老”中的老党员进

行深入交流，挖掘、记录、整理他们的入党初心和历程及为

党奋斗的感人事迹和真实感悟，通过征文、微视频、短视频、

舞台剧等形式进行展示和传播。

四、活动安排

（一）部署阶段（2021 年 1 月上旬）

各省级教育系统关工委、部直属高校关工委根据本地疫

情防控总体安排，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活动方案，做好本地本

校活动的部署、宣传发动和工作指导。

（二）活动开展及初评、展示阶段（2021 年 1 月中旬—

5 月上旬）

各高校二级学院关工委根据部署安排，围绕年度主题，

确定“五老”人选。根据本地、本校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青年学生与之结对、交流，撰

写文章、拍摄微视频、制作短视频、录制舞台剧（具体要求

见附件 1）。各省级教育系统关工委和部直属高校关工委组

织本地本校作品评审（评审参考标准见附件 2）和展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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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以多种形式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宣传报道。

（三）作品推荐阶段（2021 年 5 月中旬）

各省级教育系统关工委和部直属高校关工委于2021年5

月 10 日前，向部关工委报送推荐作品及《“读懂中国”活

动推荐作品信息表》（见附件 3）、《“读懂中国”活动开

展情况统计表》（见附件 4）和活动总结。各省征文和微视

频推荐数量参见《各省（区、市）推荐作品数量表》（见附

件 5），部直属高校每校推荐征文 5 篇、微视频 3 个。短视

频自愿推荐，各省、部直属高校推荐数量分别不超过 10 个、

5 个；舞台剧自愿推荐，各省、部直属高校推荐数量分别不

超过 3 个、1 个。活动总结 1000 字以内，主要反映特色做法、

活动成效等。报送邮箱：dudongzhongguo@126.com。

（四）评审及展播作品制作阶段（2021 年 5 月下旬—6

月底）

教育部关工委组织专家对各省级教育系统关工委和部

直属高校关工委推荐的作品分类进行评审，并根据各地各校

活动开展情况评选优秀组织奖。中国教育电视台对部分优秀

作品进行包装、制作。

（五）优秀作品展播及推广阶段（2021 年 7 月上旬开始）

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大学生在线官网以及微博、喜马

拉雅、抖音等平台，教育部关工委微信公众号、《心系下一

mailto:dudongzhongguo@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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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杂志等，对优秀作品进行展播、推送、刊发。

五、有关要求

（一）围绕中心，进一步形成育人合力。各级教育系统

关工委要在同级党组（党委）的领导下，将活动作为开展大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抓手，主动融入“三全育人”体系，

纳入党团组织、学生工作总体部署，建立协同配合机制，组

织开展好相关活动，切实发挥活动育人作用。

（二）突出特色，进一步增强育人实效性。各级教育系

统关工委要结合建党 100 周年庆祝活动，围绕年度主题，将

活动作为加强“四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和革命传统的重

要载体，通过“五老”讲入党故事，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的

初心使命、光辉历程、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激发青年学

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热爱之情，更加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信念与决心。

（三）注重宣传，进一步提升活动影响力。各级教育系

统关工委要高度重视活动宣传工作。活动部署阶段要广泛发

动，扩大青年学生的参与面；活动开展过程中要注重采取青

年学生喜闻乐见的媒体传播形式，报道活动开展情况和“五

老”入党故事等，增强活动感召力与影响力；活动结束后要

将优秀作品作为优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结合本地、本校相

关庆祝活动、重大节点宣传活动广泛应用和推广，进一步扩

大活动受益面。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李小康 01O-66096963

朽勿  勇弓  010-66096731

附件:1。
“
读懂中国

”
活动作品要求

2.“读懂中国
”

活动作品评审参考标准

3.“读懂中国
”

活动推荐作品信息表

4.“读懂中国
”

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5.各省 (区、市 )推荐作品数量表

教育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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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读懂中国”活动作品要求

一、内容要求

（一）紧扣主题

要紧扣“讲好入党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深入挖掘、

记录、展示、宣传“五老”中老党员的入党初心和历程及为

党奋斗的感人事迹和真实感悟。

（二）主旨明确

要从小处切入，以小见大，突出“五老”人物事迹，注

重发现“最伟大的小事、最平凡的奇迹、最日常的奋斗和最

具体的全面”，强调故事性和细节描述，以“五老”的个体

经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切

忌写成“五老”个人简历。

（三）内容真实

记录的“五老”在作品制作时应健在，个人经历须真实

可查、有相关资料证明。

二、其他要求

（一）征文作品

1.文体要求：记叙文

2.语言要求：通顺流畅、表达清晰、可读性强

3.字数要求：不超过 2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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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视频作品

1.形态风格

节目形态：专题片、微纪录

视频格式：MP4（不得低于 15M 码流）

视频标准：1920×1080（无损高清格式）

节目风格：用艺术手法拍摄制作校园专题片、微纪录等，

画面构图完整清晰、镜头有设计感、拍摄手法丰富，故事内

容真实有效。

时间要求：5 分钟整

2.拍摄要求

应为受访者配戴无线话筒进行收音，切忌直接使用摄像

机进行录音。

摄像机使用前应调整白平衡，若是室外拍摄，每 1-2 小

时应进行一次白平衡调整。

拍摄过程中，保持机身水平，画面构图平衡稳定，推、

拉、摇、移镜头要稳，速度匀速，跟上焦点；考虑不同景别

的搭配，尽量避免画面中出现高光点，以免因画面反差较大，

影响效果；拍摄有特征的全景镜头，能清晰辨认出事件发生

的地点；尽量多拍摄，拍摄时长要远远多于实际用时长。

拍摄结束时，应多录几秒再停机，为剪辑留出余地。

3.解说要求

用直白的语言文字叙述；有起承转合，设置高潮或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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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突出主题；贴近观众的心理，使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忌宣传片式解说词。

4.技术要求

画面要求：统一为全高清（1920×1080）16:9 制式，上

下不要有黑遮幅；注意保持清晰、干净；有字幕。

音频要求：节目声道分为 1 声道（解说、同期声），2

声道（音乐、音效、动效）；最高电频不能超过“-8dB(VU)”，

最低电频不能低于“-12dB(VU)”。

字幕要求：对白、旁白和解说等均须加配中文字幕。用

字准确无误，不使用繁体字、异体字、错别字；字幕位置居

中，字体字号为黑体 60 号，字边要加阴影；字幕应与画面

有良好的同步性。

资料运用：片中一旦涉及到非本校拍摄、不属于拍摄团

队创作的视频素材，一律要在画面右上角注明“资料”字样。

“资料”字体字号为黑体 65 号，字边要加阴影。

（三）短视频

1.形态风格

节目形态：短视频。征文、微视频创作团队可将采访过

程中的素材制作成短视频的形式，或为被采访“五老”的金

句，或为直击心灵的画面、感人的小故事等。

视频格式：MP4(不得低于 15M 码流)

视频标准：1080×1920（竖屏高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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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风格:形式创新，构思新颖有特色，有较强的思想

性、艺术性、感染力和时代感；遵循短视频传播规律，情节

紧凑，内容明确，能有效表达核心思想，适宜在移动端平台

播出。

时间要求：不超过 1 分钟

2.技术要求

画面要求：统一为竖屏高清视频，分辨率 1080×1920，

清晰、干净。

字幕要求：对白、旁白和解说等均须加配中文字幕。用

字准确无误，不使用繁体字、异体字、错别字；字幕位置居

中，字体字号为黑体 60 号，字边要加阴影；字幕应与画面

有良好的同步性。

资料运用：片中一旦涉及到非本校拍摄、不属于拍摄团

队创作的视频素材，一律要在画面右上角注明“资料”字样。

“资料”字体字号为黑体 65 号，字边要加阴影。

（四）舞台剧

1.形态风格

节目形态：舞台剧。发动高校社团资源，根据“五老”

采访素材改编舞台剧，通过切换台进行多机位录制，剪辑成

视频参与征集。

视频格式：MP4(不得低于 15M 码流)

视频标准：1920×1080(无损高清格式)

节目风格：用艺术手法拍摄、制作校园舞台剧,画面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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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完整清晰、镜头有设计感、拍摄手法丰富,故事内容真实

有效。

时长要求:10 分钟以内

2.技术要求

画面要求：统一为全高清(1920×1080)16:9 制式,上下

不要有黑遮幅;注意保持清晰、干净;有字幕(黑体居中)。

音频要求：节目声道分为 1 声道（解说、同期声），2

声道（音乐、音效、动效）；最高电频不能超过“-8dB(VU)”，

最低电频不能低于“-12dB(VU)”。

字幕要求：对白、旁白和解说等均须加配中文字幕。用

字准确无误，不使用繁体字、异体字、错别字；字幕位置居

中，字体字号为黑体 60 号，字边要加阴影；字幕应与画面

有良好的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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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读懂中国”活动作品评审参考标准

一、征文评审标准（总分 100 分）

紧扣主题、立意明确

（30 分）

记录、展示“五老”中老党员的入党初心和

历程及为党奋斗的感人事迹和真实感悟。若

偏题酌情扣分。

内容详实、表述得当

（20 分）

突出“五老”人物事迹，强调故事性和细节

描述，以“五老”的个体经历反映出中国共

产党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切忌

写成“五老”个人简历。根据文章实际情况

酌情赋分。

语言优美、文笔流畅

（20 分）
根据文章实际情况酌情赋分。

情感真实、表达细腻

（20 分）
根据文章实际情况酌情赋分。

文体合规、用字规范

（10 分）

文体为记叙文，字数不超过 2000 字。文体有

误或字数超过 2400 字即此项为 0 分，字数在

2001-2400 字之间或出现不规范用字的酌情

扣分。

二、微视频评审标准（总分 100 分）

主题表达

（30 分）

记录、展示“五老”中老党员的入党初心和

历程及为党奋斗的感人事迹和真实感悟。突

出“五老”人物事迹，强调故事性和细节描

述，以“五老”的个体经历反映出中国共产

党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切忌拍

摄成“五老”个人简历。根据片子实际情况

酌情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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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置

（20 分）

结构明确、逻辑清晰，悬念设置精彩且自然，

能够突出主题、吸引观众。根据片子实际情

况酌情赋分。

细节和节奏

（20 分）

调和统一，不突兀；节奏严密且活泼，变化

精巧且错落有致；细节运用真实生动，有较

强的艺术感染力；画面构图、特效、字幕、

片头片尾、暗转等包装处理得当。根据片子

实际情况酌情赋分。

电视语言表达

（20 分）

画面语言生动且富有特色，能够吸引观众眼

球、表达出拍摄主体的内在情绪、心理及表

现行为等；解说语言为画面服务，且起到补

充和画龙点睛作用；现场语言如采访等，出

现时间合适且有对主题阐释等作用，能够很

好地渲染影片；字幕语言能够调动观众兴趣，

令人印象深刻。电视语言单一，无法讲清事

件，无法使观众明白要表达的内容和思想感

情的酌情扣分。根据片子实际情况酌情赋分。

剪接和时长

（10 分）

根据影片结构划分篇章结构；镜头衔接自然

流畅，转换符合整体节奏，有自己的风格特

色，思维逻辑独树一格。如出现跳帧、黑屏

等重大技术失误，或时长超过 6 分钟，该项

即为 0 分；时长在 5—6 分钟的酌情扣分。根

据片子实际情况酌情赋分。

三、短视频评审标准（总分 100 分）

主题表达

（30 分）

记录、展示“五老”中老党员的入党初心和

历程及为党奋斗的感人事迹和真实感悟，突

出“五老”人物重点事迹。若偏题酌情扣分。

表现手法

（20 分）

鼓励形式创新,构思新颖有特色，遵循短视频

传播规律，情节紧凑，内容明确，能有效表

达核心思想，适宜在移动端平台播出。根据

片子实际情况酌情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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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设置

（20 分）

作品层次清晰、脉络合理、完成度高。叙事

结构完整，一气呵成，能够突出人物特点，

且与主题一致，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

感染力和时代感。根据片子实际情况酌情赋

分。

视觉与技术

（20 分）

制作精良、有较高艺术性。拍摄手法方面，

画面富有美感，场景、色彩、光线等与主题

相称。配乐到位，能进一步突出主题和人物

特点。根据片子实际情况酌情赋分。

剪接手段、片子时长

（10 分）

影片剪辑紧凑、协调。基本能以动作形态、

语言、节奏为剪辑点，镜头衔接流畅，节奏

把握到位。如出现跳帧、黑屏等重大技术失

误，或时长超过 1 分钟，该项即为 0 分。

四、舞台剧评审标准（总分 100 分）

主题表达

（30 分）

记录、展示“五老”中老党员的入党初心和历

程及为党奋斗的感人事迹和真实感悟，主题鲜

明，贴近生活，有深度，引起观众共鸣。若偏

题酌情扣分。

内容设置

（20 分）

基于人物事迹，从小点切入，以小见大；剧情

编排合理，情节跌宕起伏，矛盾冲突明显；幕

与幕之间转换适当。根据剧情设计酌情赋分。

舞台表演

（20 分）

突出艺术设计与表现力，主题表现清晰，人物

性格表现充分，动作得体到位，情感细腻有共

鸣，团体合作默契。根据表演酌情赋分。

舞台呈现

（20 分）

服装符合人物身份特点、合体大方，饰物搭配

得当，辅助表现人物性格、剧情效果等；场景

布置及道具安排准确反映剧目表达内容及环

境。根据视觉效果酌情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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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录制

（10 分）

通过切换台进行多机位录制，有不同景别的搭

配（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配戴

无线话筒对演员进行收音，且声音清晰；背景

音乐符合剧情及气氛需要。根据视频呈现酌情

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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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读懂中国”活动推荐作品信息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及联系电话：

学校名称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受访“五老”

姓名
作者 指导教师

说明：作品类别为征文、微视频、短视频、舞台剧，作者、指导教师请按顺序依次填写具体人员姓名。



- 16 -

附件 4

“读懂中国”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省、区、市）

填报单位： 填报人及联系电话：

说明：学校包括省属院校及当地其他部委所属高校。主创团队学生指实际参与作品创作的学生，受益

学生指通过活动受到教育和影响的学生。

学校名称
院系

数量

开展院

系数量

被采访“五

老”人数

主创团队

学生人数

受益学生

人数

征文

收集数

微视频

收集数

短视频

收集数

舞台剧

收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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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教育部直属高校）

填报人及联系电话：

说明：主创团队学生指实际参与作品创作的学生，受益学生指通过活动受到教育和影响的学生。

学校名称
院系

数量

开展院

系数量

被采访“五

老”人数

主创团队

学生人数

受益学生

人数

征文

收集数

微视频

收集数

短视频

收集数

舞台剧

收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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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各省（区、市）推荐作品数量表

序号 地区
本科高校、高职

高专总数量

上报征文

数量

上报微视

频数量

1 北京 69 7 5

2 天津 54 6 4

3 河北 122 13 8

4 山西 82 9 5

5 内蒙古 53 6 4

6 辽宁 113 12 7

7 吉林 60 6 4

8 黑龙江 80 8 5

9 上海 56 6 4

10 江苏 160 17 11

11 浙江 107 11 7

12 安徽 119 13 8

13 福建 89 9 6

14 江西 103 11 7

15 山东 143 15 9

16 河南 141 15 9

17 湖北 125 13 8

18 湖南 123 1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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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本科高校、高职

高专总数量

上报征文

数量

上报微视

频数量

19 广东 152 16 10

20 广西 78 8 5

21 海南 20 2 1

22 重庆 63 7 4

23 四川 122 13 8

24 贵州 72 8 5

25 云南 81 9 5

26 西藏 7 1 1

27 陕西 90 10 6

28 甘肃 48 5 3

29 青海 12 1 1

30 宁夏 19 2 1

31 新疆 50 5 3

32 兵团 10 1 1

说明：上报数量根据各省高校数（即本科高校、高职高专总数量，

其中，不含教育部直属高校、含当地其他部委所属高校），按照

一定比例测算确定；短视频自愿推荐，不超过 10 个；舞台剧自

愿推荐，不超过 3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