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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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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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团结豫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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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

指示，落实教育部关于大思政课文件的相关要求，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引导新一代青少年学生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

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结合省委“关爱你我他（她）、

温暖千万家”行动相关工作要求，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决定

在寒假期间开展“越团结豫有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现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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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越团结豫有力

二、活动目标

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加强

疫情等复杂因素影响下的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鼓励全省大中小

学生积极投身防疫抗疫工作和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

际行动和亲身经历，深刻阐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的精神内涵，切实增强个人使命感、责任感和

荣誉感，展示新一代青少年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结合新时代大

思政育人主题，上好假期思政大课，不断增强思政工作的感召力、

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各地各校网络思政育人工作能力，助力青

少年成长成才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三、活动形式

紧紧围绕时代发展需要，引导青少年学生以寒假返乡为契机，

结合专业特色和个人特长，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家乡所在

地社区（村），因地制宜开展帮扶救助、心理疏导、政策宣讲等实

践活动，以实际行动回报家乡、服务人民。

四、活动时间

2023年 1月 1日-2023年 2月 28日

五、活动内容

第一阶段：动员与参与（1月 1日-1月 31日）



— 3 —

1.“越团结豫有力”主题宣讲直播

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开展线上直播主题宣讲活动，为全省学生

及家长提供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居家健康学习等 3场主题教育直播。

“豫教思语”视频号、微信、微博等平台将同步开启直播。

各地市、各学校认真组织学生通过活动主题页面观看直播（直播

日程及观看方式见附件 1）。

2.“越团结豫有力”短视频作品征集、微博话题参与

各地市积极推动中小学校、各学校积极动员团组织、团支部、

学生社团，广泛宣传，主动参与。全省师生可通过快手活动专题

页、微博活动主题页参与活动，围绕社会实践、假期见闻等主题

创作正能量短视频作品、图文作品（参与方式见附件 2）。

第二阶段：遴选与展示（2月 1日-2月 15日）

1. 投稿推荐

各地市、高校要充分发掘图文及短视频优秀作品，及时投稿

至 jytszhd@163.com邮箱，注明“投稿”，截稿时间为 2023年 2

月 15日。优秀作品将有机会在省厅平台及省级媒体平台推送（投

稿方法见附件 3）。

2.排行展示

根据快手、微博平台数据，省教育厅将定期展示各地市、各

学校优秀作品榜单，截止 3月 1日公布最终排名。活动最终遴选

120名网络人气之星、180个优秀作品，优秀作品在快手、微博、

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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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奖项与评优（2月 16日-2月 28日）

奖项评选结合专家评价、网友评论、作品网络传播值、作品

质量等进行综合打分评选出若干奖项。奖项的颁发视具体情况采

取办会或邮寄的方式进行。活动总结将视具体情况采取代表座谈

会、小型论坛或文件通报的方式开展。

1.优秀组织奖 100名。根据用户参与观看直播数据、作品发

布数据等进行遴选，其中包括地市教育局 5名、中小学 55所、高

校 40所。

2.优秀指导教师奖 100名。根据用户参与数据、作品获奖数

据等，对指导老师进行遴选和奖励。

3.网络“人气之星”奖 120名。快手平台类按照个人短视频

作品在话题页排名、传播量数据等，选取 60名用户颁发网络人气

之星奖。微博平台类按照作品在话题页排名、传播量数据等，选

取 60名用户颁发网络人气之星奖。

4.优秀作品奖 180名。快手、微博平台分别设置高校榜、中

学榜、小学榜，根据用户单位属性进行分类，每个榜选取 30个优

秀作品。

六、有关要求

各地、各高校要积极推动，广泛宣传，认真组织，主动结合

自身优势与实际建设网络思政人才队伍和构建思政工作宣传体

系，积极打造网络思政教育阵地，提高我省教育系统网络思政宣

传教育与组织能力。同时各地、各校要充分利用各地、各校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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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微信、网站、短视频等平台进行宣传带动，鼓励广大师生

积极参与，认真传承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

关切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现实，大力推动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工作。

本次活动将通过与快手、微博等平台的深度合作，打造活动专题

网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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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

附件：1.#越团结豫有力#主题直播安排及观看方式

2.#越团结豫有力#主题活动快手、微博双平台参与方

式说明

3.#越团结豫有力#主题活动投稿及相关事项说明

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2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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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越团结豫有力#主题直播安排及观看方式

一、直播主题及安排

日期 开始时间 时长 主题/内容

1月 9日 19:30 60-80分钟 自我情绪的调控与疏导

1月 10日 19:30 60-80分钟 回顾我们共同走过的 2022 (思政微课)

1月 11日 19:30 60-80分钟 寒假居家如何健康生活、学习

二、直播观看方式

1、打开快手，使用“扫一扫”功能。

2.扫描活动二维码，即可进入预约直播活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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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视频区”观看直播预告视频，完成直播预约（请在

下载后 30分钟内完成直播预约），点击签到完成个人报名（后期

在直播活动和短视频创作阶段用于数据分类统计和评先评优，未

报名的用户视为放弃评选权利）。

4、按时收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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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越团结豫有力#主题活动快手、微博双平台

参与方式说明

一、主题内容

鼓励教育系统师生用户积极创作发表正能量作品，尤其鼓励

高校师生积极响应号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带着情怀，因地制宜开展

走访慰问、帮扶救助心理疏导、政策宣讲等活动，通过新媒体活

动平台积极展示，并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各方面协调联动的浓

厚氛围，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的强大力量。

尤其是高校师生，每一位大学生要尽力为家乡至少做一件事，

譬如“帮扶一位老人”、“关爱一位留守儿童”，将“关爱你我他（她）、

温暖千万家”行动落在小事、落在实处，具体做法包括但不限于：

（1）关爱老年人志愿服务。̀ 深入城乡社区，开展慰问陪护、

清洁卫生、代购代办、医疗保健、维修家电、科技助老等志愿服

务。 a 重点围绕空巢、留守、失能、高龄老人以及子女因疫情防

控要求不能陪伴过年的老人，开展“共进团圆饭、同过除夕夜”

“邻里一家亲”等活动。 b 重点关注农村老人医药、医疗保障问

题，通过互联网、智能设备等多种方式开展跨时空帮扶，包括收

集需求、科普防疫、安全采买、指导用药、心理关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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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爱青少年志愿服务活动。̀ 为孤残儿童、留守儿童、

流动儿童提供生活照顾、学业辅导、亲情陪伴等服务。a 开展“学

雷锋我行动”文明实践活动，为青少年提供快乐精彩有趣的寒假

生活。

（3）开展美好生活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开展科普服务、技

能培训、技术指导、科学辟谣等志愿服务，提升致富技能和科技

素养。 a 组织开展“文化进万家”等活动，为群众写春联、送福

字、拍全家福。 b 组织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提供健康体检、保健

咨询和常见病诊疗等服务。 c 结合线上线下方式组织开展健身志

愿服务。

（4）开展文明过节志愿服务活动。 ` 开展“推动移风易俗、

弘扬时代新风”志愿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天价彩礼、大

操大办、厚葬薄养、封建迷信、红白喜事“撵好”等陈规陋习。

a 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志愿服务行动，弘扬勤俭美德、

倡导光盘行动，文明节约过节。b 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巩固

和发扬在抗疫斗争中形成的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使

用公勺公筷等文明习惯，提倡微信、电话、视频拜年，减少人员

聚集。 c 开展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观影(演)等志愿服务活

动。

（5）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 积极参与疫情科学防治

知识宣传，引导群众加强自我防护、科学认知。a 做好秩序维护、

心理疏导、物资配送等服务。 b 积极开展政策解读，利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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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公告栏、广播站等平台开展国家和省有关疫情防治的政策

解读和正向引导。

二、参与方法

活动平台为快手平台和微博平台，发布内容须带话题词#越团

结豫有力#。用户创作发布方法如下：

（一）快手平台参与方式

1.打开快手，点击主页左上角“三”标识，弹出左边菜单，

即可使用“扫一扫”功能。

2.扫描活动二维码，进入活动专题页。

3.在活动专题页中点击“点击签到”提交报名信息。（后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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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活动和短视频创作阶段用于数据分类统计和评先评优，未报

名的用户视为放弃评选权利）。

4.返回快手首页，点击底部菜单“＋”图标，即可拍摄视频，

或上传相册中已经制作好的视频作品；或在活动专题页中点击“点

击发布作品”，点击下方“我要拍”，即可拍摄视频，或上传相册

中已经制作好的视频作品。

5.在编辑作品标题文案时，点击#话题，选择关键词#越团结



— 12 —

豫有力#，发布后即可参与活动评选。

（二）微博平台参与方式

1.登录微博后，点击右下角“我”，然后点击右上角“「-」”

图标，打开“扫一扫”功能。

2.使用“扫一扫”功能，扫描下方二维码，直达活动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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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扫码后，请根据提示填写报名信息。（后期用于数据分类统

计和评先评优，未报名的用户视为放弃评选权利）。

4.点击微博左下角主页标识，再点击右上角“＋”号，即可

发布图文或短视频等内容，加上关键词#越团结豫有力# ，并@豫

教思语微博账号，即可参与活动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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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越团结豫有力#主题活动投稿及相关事项说明

一、投稿要求

1、各地市、高校要充分发掘报送师生用户的图文及短视频优

秀作品，将有机会在省厅平台及省级媒体平台推送。活动结合投

稿情况及采纳情况，为单位或个人颁发相关证书。

2、所报送优秀稿件，须包含图文、短视频、作者信息、单位、

联系方式等材料。

3、投稿邮箱为 jytszhd@163.com，邮件主题注明“越团结豫

有力投稿+单位名称”。截稿时间为 2023年 2月 15日。

二、其他事项

师生用户须扫描活动二维码、提交报名信息后，参与快手与

微博活动，否则相关数据难以统计。快手、微博数据统计排名等

在省教育厅豫教思语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进行公示。

本活动要求各单位做好组织发动、推荐投稿等工作，不要求

各单位开通或认证快手、微博账户，可根据工作实际酌情开通。

有技术咨询、活动参与等疑问，可联系刘老师（微信号

liubang118）、马老师（微信号 xiaocaidamei），进入活动咨询群，

由技术人员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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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2年12月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