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书香社区 全民爱阅读’和‘全国社区书法篆刻 

作品巡展’”公益活动的通知 

 

国家开放大学各分部、学院：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在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服务和谐社区建设与全民终身学习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落实

《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精神，拓宽社区教育，打造国民学

习新渠道，经研究决定开展“2021 年度‘书香社区 全民爱阅读’”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国社区书法篆刻作品巡展”两项

公益活动，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活动组织 

（一）活动主办 

国家开放大学 

（二）活动协办 

1.2021 年度“书香社区 全民爱阅读”公益活动 

协办单位：长春开放大学（长春社区大学） 

2.“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国社区书法篆刻作品巡展

公益活动 

协办单位：天津开放大学（天津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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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协会、天津市书法家协会草书专业委员会 

二、参与方式 

两项活动具体参与方式请查看附件的活动方案。 

三、活动网站 

1.中国社区教育网（http://www.shequ.edu.cn）公告栏公布相关

信息，请随时关注。 

2.“网上社区教育大讲堂”微信学习公众号，发布信息、成果展

示。 

 

 

四、联系方式 

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联 系 人：李慧勤  杜若 

电    话：010-66490406 

五、其他事项 

本次活动为公益活动，主办方不会以任何形式收费。 

 

附件：1.2021 年度“书香社区 全民爱阅读”公益活动方案 

2.“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国社区书法篆刻 

作品巡展公益活动方案 

 

 

 

                                 国家开放大学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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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度“书香社区 全民爱阅读” 

公益活动方案 

 

为推动城乡社区居民形成爱读书、读好书的新风尚，打造书香

社区，提升个人素养，助力学习型社会与和谐社区建设，努力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经研究，决定举办 2021 年度

“书香社区 全民爱阅读”活动，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本次

活动由国家开放大学主办，长春开放大学协办，具体安排如下。 

一、活动主题 

突出主题主线，紧紧围绕庆祝建党 100 周年，充分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抓实、做好主题阅读工作，在广大群众中深入做好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重点出版物阅读推广。 

二、活动范围 

各社区教育机构面向所有社区居民，倡导社区阅读、家庭阅读、

亲子阅读，加大服务力度，重视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城市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等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加强面向残障人士、务工人员等

群体的阅读服务，有针对性地做好重点和特殊人群的阅读工作。 

三、活动形式 

主要包括讲座和征文两种形式，具体安排如下： 

4 月—5 月 开展党史教育、家庭教育等专题讲座。各地组织居

民在“网上社区教育大讲堂”微信公众号上参加。 

5 月—6 月 开展征文活动。各地组织居民利用“长春全民学习

网”小程序上的资源提交征文以及开展读书沙龙、读书讲座、朗诵会

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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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8 月 对平台展示的征文进行网上投票 

9 月—10 月专家评议，对征文及活动事迹进行评议 

10 月底  公布活动结果 

四、活动平台 

（一）专题讲座播出平台 

“网上社区教育大讲堂”微信学习公众号 

 

（二）征文活动参与平台 

 “长春全民学习网”微信小程序首页或“精彩活动”。 

参与活动人员须登录上述平台并进行真实信息注册。 

（三）信息发布平台 

活 动 文 件 及 相 关 进 展 同 时 在 中 国 社 区 教 育 网

（ http://www.shequ.edu.cn ）通知公告栏以及长春全民学习网

（http://www.ccqmxx.com）全民爱阅读特色平台进行发布及展示。 

五、征文及事迹提交 

活动组将在“长春全民学习网”微信小程序中为全国爱阅读人士

提供“建党 100 周年辉煌历程”专题电子读物。已经完成真实信息注

册的居民可以依据本次活动开展的讲座、平台中提供的电子读物书

写征文。组织单位报送相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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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提交征文 

1.作者本人在长春全民学习网”微信小程序注册登记的信息要

真实有效； 

2.进入小程序“精彩活动”中的“书香社区 全民爱阅读”栏目，按

提示填写注册表，按要求提交征文； 

3.征文题材不限，诗歌除外； 

4.征文必须坚持原创，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且内容健康、积

极向上，不得出现敏感、不当言论，文责自负，字数在 800-1500 字

内； 

5.平台对征文进行政审，平台仅展示独立作者的征文； 

6.专家组仅对独立作者的一篇征文进行评议。 

（二）邮箱报送材料 

1.个人参加者将“附表 1”（报名表）填写完整，并加盖公章，扫

描后发送活动邮箱； 

2.团体组织者将“附表 1”（报名表）、附表 2（汇总表）和总结

表（附表 3）填写完整并加盖公章，扫描后发送活动邮箱

cciyuedu@126.com； 

3.团体组织者将单位组织活动方案、视频、照片和事迹介绍以

及推荐的组织者个人组织活动的图片、视频和事迹等资料一并发送

至活动邮箱 cciyuedu@126.com。（注明：2021 年度“书香社区 全民

爱阅读”公益活动）。 

六、成果展示 

（一）征文展示 

征文在“长春全民学习网”微信小程序 “精彩活动”的“投稿作

品”中展示。长春全民学习网（http://www.ccqmxx.com）注册用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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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作品后可同时参与投票，每位用户每天可以为每篇征文投一票。 

（二）事迹展示 

各单位可配合本次活动举办多种形式的线下体验活动，如读书

沙龙、诗文朗诵会、书友会、公益读书讲座等，组委会经过筛选将

活动开展较好的单位与个人的事迹进行集中展示。 

（三）结果公布 

活动组组织专家评议后，公布活动结果，并颁发相应证书。 

七、其他事项 

本次活动为公益展示活动，主办方及展示平台不会以任何形式

收费。 

八、联系方式 

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联 系 人：杜 若  李慧勤 

电    话：010-66490608、66490406 

长春开放大学 

联 系 人：张浩然 

电    话：0431-82857798 

 

附表：1. 2021 年度“书香社区 全民爱阅读”公益活动报名表 

2. 2021 年度“书香社区 全民爱阅读”公益活动作品提 

交汇总表 

3. 2021 年度“书香社区 全民爱阅读”公益活动组织单 

位工作总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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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1 年度“书香社区 全民爱阅读”公益活动 

报名表 

作者姓名 真实姓名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省    市    区         街道        社区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手机号和座机号 

征文题目：宋体、二号、加粗 

征文正文：宋体、四号 

 

 

 

 

 

 

 

填表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手机号和座机号                      

 

备注：本表是邮寄证书的依据，请认真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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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1 年度 “书香社区 全民爱阅读”公益活动 

作品提交汇总表 

序号 征文题目 作者姓名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填表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备注：本表是邮寄证书的依据，请认真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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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21 年度“书香社区 全民爱阅读”公益活动 

组织单位工作总结表 

单位名称  

活动情况 

读书沙龙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与人数  

受益群体  

活动效果 

 

诗文朗诵会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与人数  

受益群体  

活动效果 
 

公益读书讲座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与人数  

受益群体  

活动效果 

 

其他活动请自行填写   

填表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备注：本表是邮寄证书的依据，请认真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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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全国社区书法篆刻作品巡展公益活动方案 

 

为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治

理体系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等方面的

作用，传承中国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研究决定

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国社区书法篆刻作品巡展公

益活动。本次活动由国家开放大学主办，天津开放大学、天津市社

区教育指导中心、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天津市书法家协会草书专业

委员会协办，具体安排如下。 

一、展览时间 

2021 年 7 月 1 日—31 日 

二、展览方式 

本次展览活动主要包括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 

1.线下展出 

天津市金带福路艺术馆（天津市西青区外环西路金旺家园南侧

约 100 米）；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申报的当地巡展场馆。 

2.线上展出 

（1）“网上社区教育大讲堂”微信学习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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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津终身学习网（http://www.tjedu.cn） 

（3）中国社区教育网（http://www.shequ.edu.cn）公告栏公布相

关信息，请随时关注。 

三、活动组织 

展览内容分两部分，一是精品展，由主办方从历届全国社区书

法篆刻作品展获奖作者遴选，推荐入展。二是邀请展，由主办方邀

请书法家创作并展出。主办方聘请专家对展览作品内容进行审核。 

各地要加大社区教育机构服务社区居民终身学习的工作力度，

根据当地情况积极参与和申请组织巡展活动，请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前将巡展申请登记表（附表）报送至邮箱 ishufa@126.com。 

各地组织征集至少 10 幅优秀作品在当地巡展中同期展示，同时

将作品照片于 2021 年 6 月 20 日前报送至邮箱 ishufa@126.com 参与

全国网上展览。并组织社区居民积极围绕主题开展书法、篆刻教学

与活动。 

 四、其他事项 

本次活动为公益展示活动，主办方及展示平台不会以任何形式

收费。有关省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社区大学负责联系当地的线下

展览活动场地，组织当地的展览活动。 

五、联系方式 

1.巡展活动联系单位： 

天津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1 号         

邮政编码：300191 

联 系 人：鲁士发  徐子钧  



—12— 

电    话：022-23369116、15122464965 

2.活动主办单位 

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联 系 人：杜  若  李慧勤 

电    话：010-66490608、66490406 

 

附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国社区书法篆刻作品 

巡展公益活动申请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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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全国社区书法篆刻作品巡展公益活动申请登记表 

地区： 

单位  

地址  邮 编  

负责人  电话  

展览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作品 

数量 

需求 

 

展览 

场地 

及 

同期 

活动 

介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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