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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 20日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 100 年波澜壮

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

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

贡献。为教育引导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党、热爱党、拥护党，

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

文化自信，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教育部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决定于 2021 年举办全国青少年“中华魂”（民

族复兴的旗帜--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主题教育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二、活动宗旨：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论述精

神，坚持立德树人为目标，紧紧围绕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 “民族复兴的旗帜--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为主题，精心组织开展内容新颖、喜闻乐见的读书教

育实践活动, 组织动员广大五老以真人真事和真情实感，把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持续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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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故事、改革开放故事，着力深化党史国史、红色基因教

育，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

奋斗。 

三、活动参加者 

中小学生、大专院校师生、企业职工、农村青年、部

队战士、服刑人员。各学校、社会团体、教育行政部门、

工厂、机关、农村、部队、监狱、未管所和戒毒所等单位，

集体报名参加活动。 

四、活动内容 

1．参加主题教育活动的各单位要组织青少年认真阅读

《民族复兴的旗帜--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活动

读本，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具体的活动方案，精心组织

实施，创新活动形式。如举行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时

事知识竞赛，组织征文、演讲成果展示、歌咏比赛、书法

比赛、摄影比赛、主题班(队)会、参观革命纪念馆、夏令营、

表彰大会等活动，推进主题校园文化建设，将“民族复兴

的旗帜”主题教育活动落到实处。使青少年充分了解中国

共产党 100 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辉煌成就的光辉历程，

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通过了解

党的历史加深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3 

2．各单位参阅活动奖励办法及时间安排，组织开展“民

族复兴的旗帜”征文比赛，要契合读本内容，根据当地具

体情况自定题目。 

五、参加活动办法 

1．各地关工委要进一步提高对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的认

识，加强指导，把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作为关工委工作的重

要抓手，把这项活动作为 2021 年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及

爱党、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工作。 

2．在读书教育的基础上，开展形式多样的竞赛活动，

寓德育于教育活动之中，通过活动评选推荐优秀学生、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3．活动期间请各省读书活动组委会认真总结本省的先

进经验及典型事例，通过媒体大力宣传，并及时上报活动

组委会办公室。 

4．参加主题教育活动的单位可向当地关工委、教委、

新华书店订购活动读本。活动读本包括注音读本、小学生

读本、中学生读本、青年读本（高中生、大学低年级、军

人、各界青年适用）。 

六、奖励办法 

1. 根据各地活动开展情况，在学生中评出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和纪念奖。纪念奖按参加活动人数 1%的比例

颁发。 

2. 先进集体奖：表彰竞赛整体水平优异，活动开展丰

富多彩，社会影响较大的各级组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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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进个人奖：表彰在组织活动过程中表现突出的优

秀个人。 

4. 优秀辅导员奖：表彰优秀辅导教师及辅导员。 

5. 获奖人员名单报“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办

公室，由活动办公室负责寄发获奖证书、奖牌和奖品。 

6. 本届活动结束后，邀请部分优秀学生代表和教师代

表来京参加主题教育活动表彰会暨夏令营。 

七、时间安排 

1．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各地关工委开始组

织、宣传、发动、订购活动用书，组织青少年阅读学习读

本、组织答卷、征文、演讲成果展示等活动。 

2．2021 年 3 月至 2021 年 12 月，参加活动各单位进

行初评，并推荐优秀参与者和优秀文章，由读书活动办公

室组织总评。 

3．2022 年 7 月在北京召开本届活动的总结表彰大会。 

八、关于书款的结算 

1．为了有利于主题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保证各项工

作能顺利进行，各单位订购读本时请提前支付书款，及时

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 

2．请填写《活动用书订单》（后附）传真或发送至读

书活动办公室邮箱（zhonghuahun2009@sina.com）。 

3.书款到后，活动办公室将及时寄出活动用书及购书发

票。（请购书单位提供开发票所需的具体信息，如：纳税

人识别号、社会信息统一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mailto:zhonghuahun200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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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书款结算方式  

1．银行汇款或电汇 

户  名：北京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灵境支行 

开户行行号：102100001338 

账  号：0200013309006500452 

纳税人识别号：911101127187419830 

注：汇款户名如果不是发票抬头的单位名称，请在汇  

款时备注订书单位名称 

十、 “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地  址 1：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6054686    010-66082842（传真） 

地  址 2：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15 号四层    

邮  编： 100088 

电  话： 010-66054686    010-66082842（传真） 

 地  址 3：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北京国际图书城读书 

           活动办公室 

邮  编：101116 

电  话：010-80808601/8603/8604/8605 

传  真：010-80808608 

联系人：刘扬  多 多   朱广鹏     

刘岩  范力媛  张春艳 

邮  箱:  zhonghuahun2009@sina.com 

 

mailto:zhonghuahun200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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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的旗帜---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注音读本） 

人民教育出版社  32 开   70 千字   平装  定价 5.50 元 

2020 年 12 月出版 

简介：内容同小学读本。文字浅显、生动、活泼，标

注有拼音，适合小学低年级学生阅读。 

 

《民族复兴的旗帜---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小学生读本） 

人民教育出版社  32 开  100 千字  平装  定价 7.50 元  

2020 年 12 月出版 

简介：本书内容丰富，文字浅显、活泼，从小学生喜

闻乐见的现实故事入手，向广大青少年介绍 100 年来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一个个困难，取得了 一个又一

个的辉煌成就。激发广大青少年爱党爱国热情，加深对党

的先进性的认识，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努力成长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民族复兴的旗帜---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中学生读本） 

人民出版社  32 开  110 千字  平装   定价：7.50 元 

2020 年 12 月出版 

简介：本书内容丰富，力求贴近中学生思想实际、生

活实际及身心发展的特点，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少年深入了

解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的光辉历程，了解中国共产党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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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和取得

的举世瞩目成就, 深刻理解“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带领中国走向

繁荣富强”的道理,更加坚定地热爱党、跟随党，逐步树立

共产主义信仰，成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民族复兴的旗帜---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青年读本） 

人民出版社  32 开  120 千字  平装  定价：8.50 元  

2020 年 12 月出版 

简介：本书内容丰富，根据青少年身心特点和成长规

律，从广大青年朋友喜闻乐见的现实故事入手。使青少年

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 100 年中所取得辉煌

成就。让广大青少年以青春的热情，踏着年轻豪迈的步伐，

追寻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继承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以

无畏的精神和青春的朝气，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伟大梦

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不

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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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用书订单 

版   别 书        名 定价（元） 订 数 

人民教育出版社 《民族复兴的旗帜》（注音读本） 5.50  

人民教育出版社 《民族复兴的旗帜》（小学读本） 7.50  

人 民 出 版 社 《民族复兴的旗帜》（中学读本） 7.50  

人 民 出 版 社 《民族复兴的旗帜》（青年读本） 8.50  

 
“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我单位需购《民族复兴的旗帜》主题教育活动读本，请按以上订数
发货，以上读本应支付贵处书款﹍﹍﹍﹍﹍﹍元，请收到书款后速将所
订读本寄到如下地址： 

注：打“*”号的为必填项，用于发书及开发票，如发票购买方信
息需要全部填写，请把发票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一并填写清楚，
以免发票不能使用。 
*购书单位：                                                      

  
*收货地址：                                                       
 
*发票抬头：                     发票地址、电话：                             
 
*纳税人识别号、组织机构代码或社会信息统一代码：                              

 

开户行及账号：                                                                                                       
 

邮编：            *联系人：            *手机：                    
 

固定电话：                    
（为保证各单位所购读本顺利送达，请各单位一定将购书单位的固定电话和购

书联系人的手机号码填写清楚。）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