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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文件

陕 西 省 教 育 厅

陕教学组〔2021〕13号

关于在全省高校开展“红星照耀学‘四史’

百年辉煌再启程”活动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教育

部和省委部署，进一步推进全省高校“网上重走长征路”暨推动

“四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决定开展“红星照耀学‘四史’百年辉煌再启程”活动，

由陕西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以下简称“省中心”）组织实

施，现将有关活动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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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主题

红星照耀学“四史”，百年辉煌再启程

二、活动时间

2021年 5月-2021年 6月

三、具体安排

活动共设有记忆中的英雄故事、身边的动人旋律、笔下的

二○三五、心中的红色印记等四个篇章（主题），各主题活动同

期开展，请各高校以党史学习教育为重点，围绕主题、按照要

求、创新手段、强化宣传，广泛深入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活动，

切实引导广大师生胸怀“两个大局”，紧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发奋成长成才，增强斗争

精神与斗争能力，以实际行动迎接建党 100周年。

1. 英雄篇——记忆中的英雄故事

以“记忆中的英雄故事”为主题，深入开展党史人物访谈、讲

述活动。各高校可通过文物讲述、现场访谈等形式，在学校主

要网络媒体推送与校史相关的英雄事迹，阐释人物背后的革命

精神和红色基因，厚植师生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感。

参与高校：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延安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 西安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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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医学院渭南师范学院 西安航空学院

西安翻译学院 西安思源学院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 复兴篇——身边的动人旋律

以“身边的动人旋律”为主题，广泛开展红色歌曲传唱接龙活

动。各高校可围绕当地革命旧址、历史人物、经典场景等要素

线上线下相结合传唱红歌（传唱顺序参看附件 1）、创作MV，

组织师生用歌声为祖国繁荣富强喝彩。

建议参与高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长安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 西安工业大学

西安邮电大学 西安音乐学院

西安文理学院 榆林学院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西安外事学院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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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健康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宝鸡三和职业学院

3. 创新篇——笔下的二○三五

以“笔下的二○三五”为主题，广泛开展师生主题绘画活动。

各高校组织师生结合建党以来沧桑巨变，以二○三五年远景目标

为纲，以画作形式绘制心中的二○三五“蓝本”，引导师生坚定信

心、砥砺奋进。

建议参与高校：

西北大学 西安科技大学

西安工程大学 陕西中医药大学

西安美术学院 宝鸡文理学院

安康学院 西藏民族大学

西安欧亚学院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西安工商学院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经济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榆林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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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念篇——心中的红色印记

以“心中的红色印记”为主题，深入讲述探寻红色印记的微党

课。各高校通过挖掘大学精神中的红色印记，组织师生党员录

制微党课，帮助师生赓续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

参与高校：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西安石油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理工大学

西安体育学院 咸阳师范学院

商洛学院 西安培华学院

西京学院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高校要以“四史”学习教育作为高校

思政工作的重要内容，将校内外的教育资源和长期积累的品牌

性工作联动起来，将本校当前工作和迎接建党 100周年统筹起

来，与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结合起来，坚决防止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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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搞大轰大嗡，不搞排浪式作秀，防止出现师生“被安排”“被参

赛”等情况。请各高校明确 1名校级联络员，并于 4月 29日（星

期四）前通过陕西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

（ID:sxgxwlsz）功能菜单“申领系统-申报注册”模块进行登记。

（二）强化典型引领。各高校要根据实际开展情况，在活

动中遴选产生一定比例的先进个人和优秀团队，展示优秀文化

成果和感想体悟，形成示范效应，发挥带动作用。各高校应于 6

月 21日前对活动成果进行总结上报，具体提交要求请参考附件 2。

（三）注重宣传推广。省委教育工委在陕西高校网络思想

政治工作中心门户网站（https://szzx.sust.edu.cn/）开设“网上重

走长征路”暨推动“四史”学习教育专题页面，宣传典型案例，分

享感动场景，请各高校及时将有关新闻报道与经验材料通过陕

西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申报系统“红星照耀学”项目进行填报

（统一使用 2020年陕西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申报账号）。

各高校要充分发挥网站、微信、微博、视频号等新媒体传播矩

阵作用，加大宣传展示力度，营造浓厚学习教育氛围。

省委教育工委联系人及电话：宋 鹤 029-63907009

陕西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联系人及电话：

张钦峰 029-89249986 郭 璋 18686389677

附件：1. “复兴篇——身边的动人旋律”活动开展要求

https://szzx.s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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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红星照耀学‘四史’百年辉煌再启程”活动成

果报送要求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陕西省教育厅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代章）

2021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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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复兴篇——身边的动人旋律”活动开展要求

1. 备选曲目：

歌曲名称 音频链接

走向复兴 https://c.y.qq.com/base/fcgi-bin/u?__=ZHG4pq8

强国一代有我在 https://c.y.qq.com/base/fcgi-bin/u?__=gr5Opq7

我爱你中国 https://c.y.qq.com/base/fcgi-bin/u?__=LvWnpqF

祖国 https://y.qq.com/n/yqq/song/000hObdw0VoS6e.html

破浪 https://c.y.qq.com/base/fcgi-bin/u?__=voc2t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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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唱接龙顺序

为保证高校接龙有序进行，构成“三点四线并进”体系，采取接龙顺序，具体如下：

“身边的动人旋律”高校传唱接龙顺序

始发站

2021.5.6-2021.5.1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第二站

2021.5.11-2021.5.16 长安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

第三站

2021.5.17-2021.5.22 西安工业大学 西安邮电大学 西安音乐学院 西安文理学院

第四站

2021.5.23-2021.5.28 榆林学院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西安外事学院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第五站

2021.5.29-2021.6.3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

学院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

第六站

2021.6.4-021.6.9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第七站

2021.6.10-2021.6.15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健康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宝鸡三和职业学院

陕西高校网络思政工

作中心

http://jyt.shaanxi.gov.cn/com/bjsanhezy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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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红星照耀学‘四史’百年辉煌再启程”

活动成果报送要求

1. 各篇章提交成果材料清单

英雄篇：成果视频 1份、活动照片 5张、新闻稿件（文图

混编）1篇

复兴篇：成果视频 1份、活动照片 5张、新闻稿件（文图

混编）1篇

创新篇：图片作品 10份（多幅图片作品计 1份）、新闻稿

件（文图混编）1篇

信念篇：成果视频 1份、活动照片 5张、新闻稿件（文图

混编）1篇

2. 视频类成果要求

①视频要有片头，片头时长不超过 5秒，格式为 mp4；

②视频格式为 H.264+AAC编码的MP4文件；

③视频原片分辨率在 720*576或以上；

④视频码流为 0.5-1Mbps。

3. 文本类成果要求

①文本内容精炼，切勿大段摘抄；

②内容围绕篇章主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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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片类成果要求

①图片清晰，构图适当；

②上交图片需命名，名称要精炼概括所描述的内容；

③图片尽量采用横屏拍摄（制作）。

5. 成果报送方式

请各高校联络员将活动成果材料以附件压缩包形式、“高校

名 称 + 红 星 照 耀 学 + 篇 目 + 成 果 ” 命 名 后 发 送 至

282526208@qq.com，邮件标题同附件命名。如成果材料较大，

邮件附件可以百度网盘链接（附提取码）形式插入。

mailto:请各高校联络员将活动成果材料以附件压缩包形式、“高校名称+红星照耀学+篇目+成果”命名后发送至282526208@qq.com，邮件标题同附件命名。如成果材料较大，邮件附件可以百度网盘链接（附提取码）形式插入。
mailto:请各高校联络员将活动成果材料以附件压缩包形式、“高校名称+红星照耀学+篇目+成果”命名后发送至282526208@qq.com，邮件标题同附件命名。如成果材料较大，邮件附件可以百度网盘链接（附提取码）形式插入。
mailto:请各高校联络员将活动成果材料以附件压缩包形式、“高校名称+红星照耀学+篇目+成果”命名后发送至282526208@qq.com，邮件标题同附件命名。如成果材料较大，邮件附件可以百度网盘链接（附提取码）形式插入。
mailto:请各高校联络员将活动成果材料以附件压缩包形式、“高校名称+红星照耀学+篇目+成果”命名后发送至282526208@qq.com，邮件标题同附件命名。如成果材料较大，邮件附件可以百度网盘链接（附提取码）形式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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