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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诵经典·讲礼仪·传美德冶 中华

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全国

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

委,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团委: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冶 的要求, 引导广大青少年学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共青团中央决定面向全国青少年开展 “诵经典·讲礼

仪·传美德冶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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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动主题

活动以 “诵经典·讲礼仪·传美德冶 为主题。 “诵经典冶,

即引导青少年通过吟诵中华传统经典诗文, 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热爱, 增强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自觉, 提升文化素养和审

美情趣。 “讲礼仪冶, 即引导青少年讲述中华传统经典, 了解文

明古国、 礼仪之邦的文化之根, 培育文明礼仪规范, 促进社会人

际关系的和谐。 “传美德冶, 即引导青少年掌握中华传统文化精

髓, 自觉传承 “讲仁爱、 重民本、 守诚信、 崇正义、 尚和合、 求

大同冶 等中华传统美德,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 活动安排

1. 经典诵读音频作品有奖征集。 征集青少年诵读传统文化

经典音频作品, 择优由 Be My Guest “为你读诗冶 配乐制作, 作

为 Be My Guest “为你读诗冶 微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

声冶 及喜马拉雅等音频网络电台播出作品。 入选作品将给予物质

奖励, 设置一等奖 2 名, 二等奖 10 名, 三等奖 20 名。

2. 经典诵读视频作品有奖征集。 征集青少年诵读传统文化

经典短视频作品, 以实景再现的方式演绎我国古代或近现代经典

诗词、 散文全文或节选。 择优作为新浪秒拍推荐作品播出并给予

物质奖励, 设置一等奖 2 名, 二等奖 10 名, 三等奖 20 名。

3. 活动成果立体化展示。 一是电视媒体。 与教育部、 中央

电视台联合主办 《中国诗词大会》, 推荐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青

年代表和国学社团参加节目录制。 二是网络媒体。 依托新浪秒拍

开辟热门话题 “文化经典诵讲传冶, 展示入选优秀短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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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团中央微博微信、 Be My Guest “为你读诗冶 公众微信及电

台、 网络电台推出入选优秀音频作品。 三是出版发行。 将优秀作

品制作成有声诗歌作品集, 并邀请名家解读赏析诗歌文本。 四是

线下活动。 在各地区广泛开展活动的基础上, 适时举办省级示范

活动, 2016 年 5 月举办集中展示活动。

三、 征集作品要求

1. 音频作品要求语言为普通话, 内容为我国古代或近现代

优秀诗词、 散文全文或节选, 且诵读准确无误, 时长在 4 分钟以

内。 要求录制音质干净, 无噪音, MP3 或 WAV 格式均可, 可自

行配乐或推荐配乐素材。 作品通过百度云盘分享至组委会账号

“诵讲传 2015冶, 作品须注明文件标题, 如 “诵讲传音频+机构 /

个人姓名+作品名称冶。 片头格式为 “朋友你好, 我是 XX, 来自

XX (地区或单位), 是一名 XX (职业), 感谢关注 ‘为你读

诗爷, 今天我为您读的是 X 朝 (近代、 现代) 诗人 XX 的作品

《XX》冶。

2. 视频作品要求诵演语言为普通话, 诵演内容准确无误、

积极健康, 实景再现诗文情景, 时长在 5 分钟以内。 视频宽高比

为 1 颐 1, MP4 格式。 作品时长在 1 分钟以内可通过秒拍 APP 上传

至活动专区 (加话题#文化经典诵讲传#); 时长 1 分钟以上, 须

通过百度云盘分享至组委会官方账号 “诵讲传 2015冶, 并注明文

件标题, 如 “诵讲传视频+机构 / 个人姓名+作品名称冶。

3. 作品上报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7 日。

4. 作品主创人员年龄须在 40 周岁 (含)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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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作机构或个人须填写 《作品报送表》 (附件 1), 并随

作品统一上报电子版; 报送多件作品, 须填写 《作品清单表》

(附件 2)。

6. 征集作品版权归作者所有, 报名参与本次活动视为同意

活动组委会享有作品使用权。

四、 工作要求

本次活动是共青团引导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举措。 各级团组织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意义, 认真组织好

本地、 本系统的活动; 要突出群众性, 丰富活动内容, 创新活动

形式, 广泛动员基层团组织、 青年社会组织、 国学社团、 青少年

国学爱好者广泛参与, 要组织好优秀作品的遴选和推报工作, 主

办单位将酌情视作品数量及质量评选组织优秀奖; 要充分借助主

流媒体, 扩大优秀音频、 视频作品的传播渠道, 利用好微博、 微

信和网络电台等网络平台, 发挥优秀文化作品以文化人、 以文育

人的引领作用, 为青少年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营造浓厚氛围。

附件: 1. 《作品报送表》

2. 《作品明细清单》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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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作品报送表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视频 / 音频 作品时长

报送单位 /
个人

电子信箱 联系电话

微信号 微博昵称

原作信息
作者

年代

配乐信息
音乐名称

作者

原作文本:

摇 注: 单位或个人须将电子表格信息随作品分享至百度云盘账号 “诵讲

传 2015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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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作品明细清单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

1

2

3

4

5

6

7

8

9

10

摇 报送单位 / 个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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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10 月 1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