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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

豫教工委办〔2022〕27号

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开展“壮丽河山说”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

通 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普通高等学

校，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厅直属各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的有

关重要讲话精神，鼓励广大青少年学生“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

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

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

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让青少年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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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决定在暑假期间开展“壮丽河山说”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

一、活动主题

壮丽河山说

二、活动目标

为营造迎接、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的浓厚氛围，厚植全省

大中小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怀，进一步培养爱国之

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鼓励青少年学生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

力量。结合国情社情教育，鼓励学生们继续弘扬抗疫精神，彰显

青春理想和责任担当，谱写新时代青少年的精彩篇章。结合大思

政育人主题，推动线上和线下、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全面结

合，通过“落细、落小、落实”增强思政工作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提高各地各校网络思政工作能力和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活动时间

2022年 6月 15日—2022年 8月 31日

四、活动内容

第一阶段：主题征集（6月 15日—6月 30日）

面向全省各教育单位征集主题直播内容及主讲人，具体要求

如下：

1.征集对象要求：包括我省各高校、各地市教育局、中学、



— 3 —

小学所有教育工作者和在校学生，以集体或个人名义均可上报。

上报内容将择优在省厅平台及省级媒体平台推送，表现优异者颁

发相关证书。前 8名在全省教育系统进行直播。

2.征集内容要求：主题鲜明、立意明确、选材新颖；呼应“广

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

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的真情实感，鼓励各高校、各

地市及中小学的广大干部师生等借此机会讲述生动故事，分享时

代感悟。

3.征集材料要求：包括录播视频、文字材料、个人形象照各

1份。视频时长 20-25分钟，需主讲人出镜（单个视频出镜人数

为 1-2人）。文字材料包括主讲人和制作团队信息、主题概述、解

说词等。报送邮箱为 jytszhd@163.com，邮件注明“壮丽河山说+

主讲人+单位名称”，截止到 2022年 6月 30日。（报送方法具体见

附件）

第二阶段：动员参与（7月 1日—8月 20日）

1.平台搭建和主题直播

“河南省教育厅”官方抖音号为活动发起人，打造“壮丽河

山说”主题活动页面，推出主题直播共 4场，分别为 7月 1日和

7月 2日，7月 8日和 7月 9日，即每周两场，每场晚上 8点开始，

两位主讲人直播共计 50分钟。“河南省教育厅”官方微博、“豫教

思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开启同步预告。

2.组织动员和观映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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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校充分动员组织师生，通过关注“河南省教育厅”

官方抖音号、豫教思语微博观看 4天主题直播。师生网友可在活

动页面，对个人最喜欢和支持的主题直播进行点赞支持，为优秀

主讲人评选提供数据标准。（观看方法具体见附件）

3.组织参与和内容发布

各地、各校充分动员组织师生，通过抖音平台、微博平台参

与活动，尤其是各高校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学院、新闻与传播

学院等相关专业优势，组织大学生们积极创作、充分参与。（参与

方法具体见附件）

学生可在抖音平台发布相关短视频，带话题词#壮丽河山说#，

时长不限；在微博平台发布带话题词#壮丽河山说#的图文、短视

频等。具体发布包括（但不限于）：

（1）“时代言说”：通过讲述、文案等表达方式，以短视频或

图文形式，表达青少年对祖国发展、家乡巨变、科技进步、志愿

防疫、脱贫攻坚、人生理想等社会热点或人生话题的睿智观点。

（2）“青春舞动”：通过唱歌、跳舞等表达方式，以短视频形

式，展示青少年的社会观察、家乡美景、家务农作、学习实践、

志愿活动等暑期生活点滴。

（3）“闪光时刻”：通过照片、影像的组合方式，以短视频或

图文形式，表现青少年的亲情、友情、爱好、兴趣等片段，展现

青少年积极生动、丰富多彩、个性多元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

4.作品推荐和投稿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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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市、高校充分发掘图文及短视频的优秀作品，及时投稿

至邮箱，注明“壮丽河山说+投稿”，截稿时间为 2022年 8月 31

日。优秀作品有机会在省厅平台及省级媒体平台推送。（投稿方法

具体见附件）

第三阶段：总结评选（8月 21日—8月 31日）

活动综合专家评价、网友评论、直播观看量、网络传播值、

活动参与人数等，为表现优异者颁发优秀主讲人奖、优秀指导老

师奖、优秀组织奖、网络“人气之星”奖等证书。

1.优秀主讲人（团队）20个

根据报送情况、直播内容选题、内容质量以及直播观看人次、

专家打分、网友支持等综合评价，颁发证书包含主讲人及制作团

队。前 3名颁发一等奖证书，第 4至 8名颁发二等奖证书，第 9-20

名颁发优秀奖证书，并奖励。

2.优秀指导老师奖 100名

根据学生主讲人的直播视频报送情况和各单位的工作部署安

排，评选出优秀指导老师 100名，颁发证书并奖励。鼓励高校相

关院系和专业积极组织和报送。

3.优秀组织奖 135名

根据各地、各校直播观看人数、作品发布数、主讲人直播视

频报送、优秀作品投稿等进行综合评选，其中包括地市教育局 5

个、大学 30所、中学 50所、小学 50所。

4.网络“人气之星”奖 16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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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平台类：按照个人作品在微博上的传播量（转评赞阅读

等）话题页榜单排名情况，选取前 80名用户颁发网络人气之星奖

并奖励。

抖音平台类：按照个人短视频作品在抖音上的传播量（转评

赞阅读等）话题页榜单排名情况，选取前 80名用户颁发网络人气

之星奖并奖励。

五、有关要求

各地、各高校要主动结合自身优势与实际，加强引领和宣传

工作，利用微博、微信、网站等媒体平台，展示活动，传播声音，

号召和鼓励师生积极推动，充分参与，发挥学校专业和学科优势，

共同打造网络思政工作的新局面。活动通过与抖音平台、微博平

台的深度合作，加强话题热度推荐、头部用户参与、优秀作品展

示等，引导网友参与，提升社会效果。

联系人：省教育厅思政处 郑燕辉 0371-69691982

李 龙 18537133913

附件：#壮丽河山说#活动相关事项说明

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2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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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壮丽河山说#主题活动相关事项说明

一、活动方式

活动关键词#壮丽河山说#，活动平台为抖音平台，或微博平台。

单位参与形式为：报送主讲人直播视频，报送活动参与期间

优秀作品。报送统一邮箱：jytszhd@163.com

用户参与形式为：观看直播，发布短视频或图文。

二、单位（或师生）参与：报送主讲人直播视频

（一）视频材料 1份

1.片长 20-25分钟，需主讲人出镜（单个视频出镜人数为 1-2人）

2.结合活动主题、专业优势、地域资源、人文优势等，从历

史典故、社会热点等多维角度，通过灵活叙事和编排设计，进行

正面阐述和思想引领。

3.视频压缩格式及技术参数：

（1）视频压缩采用 H.264/AVC编码、使用 MP4格式。

（2）视频码流率：动态码流的最低码率不得低于 1024Kb。

（3）视频画幅宽高比：视频画幅宽高比为 16:9，1920×1080。

（4）视频帧率为 25帧/秒。

（5）扫描方式采用逐行扫描。

4.视频信号源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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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稳定性：全片图像同步性能稳定，无失步现象，图像无

抖动跳跃，色彩无突变，编辑点处图像稳定。

（2）色调：白平衡正确，无明显偏色，多机拍摄镜头衔接处

无明显色差。

5.视频版权问题由报送单位和报送人负责。学生报送须有指

导老师审核（材料报送中须体现指导老师）。

6.凡是所报送材料者，均默认活动组织方拥有二次剪辑包装、

进行宣传报道等非商业性使用权。

（二）文字材料

1.主讲人信息：姓名、手机号、所在单位（高校补充注明所

在院系）；身份信息（主讲人信息为老师+职称；或学生+年级+指

导老师+指导老师手机号）；制作团队信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若无，可在“团队成员”一栏保持空白）。

2.主题概述：200字以内。

3.解说词：文字稿即可（无需分镜脚本）。

参考如下：

“壮丽河山说”主讲人材料报送

主讲人 张三 手机号 13600000000 单位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主讲人身份 2020级播音主持专业（教师主讲人请填职称）

指导老师 张强，15900000000（学生身份主讲人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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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队

成

员

姓名 单位 手机号

张三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13600000000

李四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13600000001

王五 **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 13600000002

赵六 **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 13600000003

主题阐述：⋯⋯（不超过 200字）

解说词：⋯⋯

（注：“团队成员”要填写所有成员的信息，证书颁发以此为准，注意

先后顺序。主讲人限 1- 2人，若是 2人，可直接在“主讲人”、“主讲人身

份”栏补充填写。全部成员总人数限 1- 4人，成员允许跨单位合作，成员

必须为河南教育系统工作者和在校师生，成员不可重复参与多个团队。）

（三）其他事项

1.邮件标题注明“壮丽河山说+单位名称+主讲人”。

2.截止时间为 2022年 6月 30日。

3.结合报送情况及采纳情况，为单位或个人（含团队）颁发

相关证书。

三、单位参与：投稿学生优秀作品

（一）投稿要求

1.各地市、高校充分发掘师生用户的图文及短视频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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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机会在省厅平台及省级媒体平台推送。

2.所报送优秀稿件包含图文、短视频及作者信息、单位等相

关视频、文字材料。

（二）其他事项

1.邮件主题注明“壮丽河山说+投稿”。

2.截稿时间为 2022年 8月 31日。

3.结合投稿情况及采纳情况，为单位或个人颁发相关证书。

四、用户参与：观看直播与发布内容

（一）抖音平台参与

1.观看直播

（1）下载安装“抖音 APP”。

（2）安装成功后，打开 app，点击右下角“我”注册或登录。

如图所示：

（3）登录成功后，点击左上角“「-」”图标，打开“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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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河南省教育厅”。如图所示：

（4）直播期间，按照活动要求提前 5分钟打开“抖音 APP”，

在首页右上方选择使用“搜索”功能，在搜索框输入“河南省教

育厅”，即可直达主页观看直播。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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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布内容

（1）点击主页下方的“＋”号；

（2）通过“相册”导入视频，或进行初步剪辑；

（3）点击“#”后，输入关键词“壮丽河山说”，或选择菜单

弹出的推荐关键词“壮丽河山说”；

（4）点击发布。

（二）微博平台参与

1.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微博”下载安装。

2.安装成功后，打开“微博”，点击右下角“我”登录。

3.登录成功后，点击右下角“我”，然后点击右上角“「-」”

图标，打开“扫一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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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扫一扫”功能，扫描下方二维码，直达活动专区。

5.扫码后，请根据提示填写信息（未填写视为放弃评选权利）。

五、评选事项

1.排名公示

各地、各高校要积极动员并号召师生发布带关键词#壮丽河山

说#的内容,相关参与数据将在省教育厅微博@河南教育、@豫教思

语、豫教思语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公示。

2.奖项细则

（1）高校与地市奖项：通过整体工作实效进行综合评价，包

括参与人数、作品数等数据情况，以及报送主讲人、报送优秀作

品等情况。表现突出的高校可获得指导老师奖等优先倾斜。

（2）中、小学奖项：由抖音、微博等后台对参与用户的信息

数据和 IP属地进行抓取，对表现突出的部分地市进行名额分配，

具体获奖名单由该地市进行报送。

（3）个人奖项：主讲人及指导老师奖，结合直播数据、点赞

数据及专家评阅打分等情况综合评选。人气之星奖，通过数据排

序进行评选，在微博活动页或二维码跳转页未填写个人信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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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抖音后台联系获奖人但有效期内未回复者，视为放弃评选权利。

3.相关咨询活动参与、技术咨询等疑问可联系：刘老师（微

信号 liubang118）、马老师（微信号 xiaocaidamei）；或联系两位

老师转入活动咨询群，由技术人员直接服务。

注：本活动要求各单位做好活动组织发动、主讲人材料报送、

作品推荐投稿等相关工作，不要求各单位必须认证抖音或者微博

平台官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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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2年 6月 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