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举措及内容 标志性成果 时间节点 主要举措及内容 标志性成果 时间节点 项目经费来源保障 所需支持

（一）编印爱
国奋斗精神学
习读本

1.编印一套学习读本。以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为核心，以各校校史校训校友

为载体，以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

化自信和人格养成为系列，汇编出版

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系列图书。

（1）选树宣传表彰各校汇编

出版的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献礼系列图书优秀成果

第三季度

按照文件通知要求，征集

并提供我校校史校训校友

素材

我校有相关内容编印进

学习读本
按照通知要求

（2）每所高校至少举办一场

“我和我的祖国——同上一

堂课”主题活动

全年

举办“我和我的祖国——

同上一堂课”杉达专场活

动。举办《弘毅中国》公

开课

专题讲座、学习感想 5月/10月 自筹 专家名录

（3）根据各校活动情况开展

活动宣传
全年 报送活动素材 5月/10月 自筹

3.举办“红色足迹——行进中的遵义

会议纪念馆主题展览”纪念巡展（暂

名）。

（4）举办3-5场“红色足迹

——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

馆主题展览”纪念巡展

全年 申请办展 师生集中观摩 根据宣传处安排 纳入巡展对象

（5）选取高校“我和我的祖

国——同上一堂课”活动精

品素材，分片区举办3-5场

“给00后讲讲共和国”TED演

讲展示活动

第三季度
积极参与活动。在校内组

建讲师团

组织学生参加展示活

动。讲师团在校内各学

院开展巡讲

根据宣传处安排 本校活动经费自筹 允许参与活动

（6）制作音视频节目开展线

上宣传
第三季度 积极参与

组织学生线上观看，撰

写观后感
根据宣传处安排

（7）开设《致敬70年——行

进中的上海教育》（暂名）

专题专栏

前三季度
挖掘本校典型人物、事件

等，按需提供素材
提供的资料被采纳 根据宣传处安排

（8）出版同名专题书籍（画

册）
第三季度

挖掘本校典型人物、事件

等，按需提供素材
提供的资料被采纳 根据宣传处安排

（9）梳理汇编形成系列图书

资料（高校建筑篇）
第二季度 按需提供素材 提供的资料被采纳 根据宣传处安排

（10）上海高校红色文化社

区上线
第二季度

（11）聚焦高校内外红色地

标，开展红色主题线路设计

活动，分片区组织专题定向

越野活动

全年
积极参与，并设计本校线

路
组织学生参与活动 全年 本校活动经费自筹

（12）以H5小游戏形式在重

大节点开展相关宣传预热活

动

全年 校内宣传推广 根据宣传处安排

（13）每所高校至少举办一

场“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快

闪活动

全年
策划举办本校主题快闪活

动
师生积极参与活动 9-10月 自筹

（14）制作短视频节目开展

线上宣传
全年 校内宣传推广 全年

（15）举办1场市级层面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现场活动
第三季度 积极参与

组织学生现场观摩或通

过电视等观看
根据宣传处安排

（16）对接上级要求，发动

各单位分别举办“同升国

旗，同唱国歌”等相关庆祝

活动

第三季度 对接要求，组织开展 师生广泛参与 根据宣传处安排 自筹

（17）遴选展示一批微电

影、文章、书画、歌曲等原

创文化精品

第三季度 组织开展校内征集活动 涌现优秀原创文化作品 根据宣传处安排

（18）汇编推广一批教育系

统关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主题教育活动特色案例

第四季度
策划开展本校主题教育活

动
入编特色案例 根据宣传处安排 自筹

（一）加大社
会宣传的力度
和广度

1.推送宣传一批典型人物事迹。围绕

落细落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求，以弘扬“四有好老师”和“爱

国、励志、求真、力行”好学生为主

题，遴选宣传典型人物。

（19）依托各类社会媒体，

按月度、季度推送宣传师生

典型人物事迹

全年

深入挖掘、积极报送本校

师生典型人物事迹。在校

内开展庆祝教师节活动、

“储文奖教金”评选活

动，大学生年度人物、自

强之星评选活动等

入选典型人物 全年 本校活动经费自筹 社会媒体给予支持

（二）加大融
媒体全程传播
和全效传播

2.整合资源，加强内容、技术、融合

创新，发挥联动宣传作用。加强“易

班”内容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强易班

网与教育电视台、报刊总社的融合创

新合作，把策划线上活动和开展线下

活动结合起来，把主动推送与互动交

流结合起来。

（20）加强“易班”内容创

新和技术创新，加强易班网

与教育电视台、报刊总社融

合创新合作，推动实现“线

上+线下”，“主动推送+互

动交流”的全程、全效

全年 建好用好本校“易班” 学生主动在线使用 全年

（21）继续培育孵化大师剧 全年

（22）打造话剧《于漪》 全年

（23）筹拍电影《陈望道》 全年

（24）与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主题活动结合，开展唱

响校歌及校园原创歌曲展演

等活动

全年

组织师生参加展演活动。

在校内开展歌会、原创歌

曲遴选活动

有节目入选展演活动 根据宣传处安排 专业人员指导

（25）举办习近平总书记在

上海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落细落小落实5周年总结回

顾活动

第二季度

总结宣传5年来本校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

小落实上的做法和成效

校内展览、综述文章 第二季度 自筹

（26）开展3-5场“我和我的

祖国”上海高校校园文化传

播展示活动

全年

积极组织参与展示活动。

在校内开展2017-2018年

度校园文化品牌项目展示

评比表彰、展示活动 全年 自筹

4.开展重大文化活动。依托校区合

作、校企合作、三区联动等载体，在

五一、七一、国庆等重要节点，组团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进

企业、进社区等重大文化活动。

（六）组织主
题征集活动

（三）加大重
大文艺作品和
重要文化活动
宣传

2.举办“我和我的祖国——同上一堂

课”系列活动。结合新中国成立70周

年重要时间节点，各校分别邀请领导

干部、杰出校友、专家教授讲述新中

国的伟大成就和奋斗精神。

4.“给00后讲讲共和国”TED式巡回演

讲等活动。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相结合，从理想信念、

内涵价值、历史传统、时代意义等多

角度阐释国史国情，激发爱国之情、

强化爱国之志。

5.开设《致敬70年——行进中的上海

教育》（暂名）宣传主题专栏、出版

专题书籍（画册）。与“弘扬爱国奋

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相结

合，以媒体视角梳理上海教育70年发

展脉络，选树能够反映新中国成立以

来上海教育发展历程的典型人物、典

型事件，集中展示优秀代表人物的感

人事迹，以强大的精神动力感染一批

人、带动一批人。

6.梳理汇编形成系列图书资料，搭建

线上高校红色文化社区。挖掘高校特

色建筑、历史文物、代表性成果、知

名人物等资源，以“扎根中国大地办

教育”为导向，让学生以回望校史为

切入点重温国史、党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

7.组织开展“快闪”活动。各校以

“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动员师生

广泛参与，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

的“快闪”活动。

8.举办主题现场活动和庆祝活动。对

接市委宣传部要求，举办以齐唱国

歌、演绎校歌为主题的上海教育系统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现场活动，广

泛举办“同升国旗，同唱国歌”等形

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9.组织开展“我和共和国共奋进”主

题征集活动。鼓励各单位创新开展主

题突出、格调高雅、特色鲜明的庆祝

活动，遴选展示一批原创文化精品，

汇编推广一批特色案例。

3.打造原创文艺精品。深化升级校园

大师剧精品打造，聚焦标杆人物打造

话剧、电影等文艺作品。

重点任务

（二）开展国
史国情教育

（三）开设宣
传专题专栏

（四）开展
“爱国荣校”
主题文化建设

（四）开展
“爱国荣校”
主题文化建设

（五）举办专
题庆祝活动

2019年宣传处校园文化建设重点任务实施计划汇总表
（ 高 校 版）

单位名称：上海杉达学院                                                                                                           填表日期：2019.3.7            联系人：仲伟霖           联系电话：13817504731

工作目标 实施计划

注：请各高校对照“工作目标”填报本校“实施计划”，于3月7日（星期四）下午3：00前将电子版报送至市教卫工作党委宣传处，联系人：郁晓昕（23112910，18918885588）吕雪松（23119537，
18001730737）
    邮箱：kjdwxcc@163.com 。

工作主题

庆祝新中国
成立七十周
年主题活动

庆祝新中国
成立七十周
年主题活动

营造昂扬向
上的宣传氛
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