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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文件 
 

 

苏教关委〔2021〕20 号 

 

 

关于公布 2021 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精品教育项目案例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系统）关工委，各高等学校关工委： 

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印发全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

2021 年工作要点，我委组织了 2021 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

品教育项目案例评选活动。 

“精品教育项目”要富有时代性、思想性、针对性、艺术性

和趣味性，在近年教育活动中为广大青少年喜爱，教育效果显著。

各地各高校按照这一要求，认真开展“精品教育项目”申报工作。

在此基础上，我委聘请多位经验丰富、公道正派、水平较高的专

家担任评委，分成普教系统、高等学校两个组认真评审。我委主

任办公会议对评审结果审议研究，决定南通市朱敏蓉的《追寻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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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足迹  争做时代新人》、南京大学姚润皋的《准确把握中国共

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等 31 个项目获“2021 年

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品教育项目’案例”一等奖；淮安市

杨伏云的《百年风华话担当》、南京理工大学吴晓蓓的《选择》

等56个项目获“2021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品教育项目’

案例”二等奖（名单详见附件）。现予以公布，并将颁发荣誉证

书。 

本次获得一等奖的部分案例视频文件，将以适当方式传送，

供各地各高校关工委学习借鉴，亦可作为本地本校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教材。 

 

附件：2021 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品教育项目”案例

获奖名单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21 年 11 月 24 日 

 

 

 

抄送：教育部关工委，省关工委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                 2021 年 11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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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精品教育项目”案例获奖名单 

 

一等奖 

 

普教系统： 

1.追寻伟人足迹  争做时代新人（南通市  朱敏蓉） 

2.周恩来是最好的学生（淮安市  于广爱） 

3.听红军长征故事 传英烈红色精神（南京市  唐德海） 

4.吟诵伟人诗篇，重温革命历程（镇江市  高俊鹏） 

5.瞿秋白的故事（常州市  许嫣娜） 

6.天下国家（苏州市  颜桂珍） 

7.学习百年党史做信念坚定的继承人（盐城市  徐报喜） 

8.学习英雄人物，弘扬革命精神（淮安市  祝兰芬） 

9.学党史、强信念、爱祖国、做贡献（南京市  才春祥） 

10.小车推出来的胜利——赞淮海战役精神（徐州市  薛颖） 

11.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

（南通市  苏大伟） 

12.敬业：过一种美好的教育生活（苏州市  邢奇志） 

13.为着理想勇敢前进（无锡市  钱昭平） 

14.山河不忘，人心不忘，我们与国同在（宿迁市  殷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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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爱他人（连云港市  韩明君） 

16.仰望“星”空   俯身奋斗（扬州市  马英） 

 

高等学校： 

1.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南京

大学  姚润皋）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南京

邮电大学  江森） 

3.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 （南京医科大学  孟国祥） 

4.不忘初心，牢记党的教导  奋力拼搏，为国为校争光（江苏大

学  高宗英） 

5.诗咏建党 100 周年（江南大学  燕庆明） 

6.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大学生成才的目标与路径（江苏师范

大学  徐元善） 

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敬业篇----许璞教授敬业先进事迹介

绍（常熟理工学院  顾建华） 

8.赓续敬业精神，用奋斗书写人生的华章（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  姚涓） 

9.同庆百年华诞 共话使命担当（南京师范大学  左用章） 

10.初心使命如何能自觉不忘？（苏州大学  倪祥保） 

11.让友善的光芒照耀千秋（盐城师范学院  罗东海） 

12.建党百年与百年农经（南京农业大学  钟甫宁） 

13.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

铸就大学生的爱国情怀（东南大学  陈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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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从醒过来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丽历史——中国共产

党百年复兴梦（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徐家林） 

15.讲好党史故事  培育时代新人（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陈

友放） 

 

二等奖 

 

普教系统： 

1.追忆七战七捷（南通市 陆美云） 

2.百年风华话担当（淮安市 杨伏云） 

3.择高而立  扬帆远行（南京市  王鼎宏） 

4.解码百年大党  汲取磅礴伟力--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

确的鲜明特征（盐城市 葛红梅） 

5.史争旦夕 良善允正（常州市 屠峥巍  徐晶晶  徐茵宁  刘

颖婷  王瑞瑞  单玥  杭燕楠） 

6.紧握时代脉搏  绽放华彩青春（扬州市  谢郁等） 

7.以史为鉴知兴亡（镇江市 刘洪声） 

8.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 （常州市 刘志宽） 

9.恰百年芳华，红心向党（镇江市 刘爱华） 

10.走进江阴“一大” 孕育少年红心（无锡市 孔德彪） 

11.讲好“十人桥”故事  弘扬“十人桥”精神（徐州市 张雪廷） 

12.我和小萝卜头比童年 （徐州市 张可蒙） 

13.永远飘扬的红领巾（苏州市 端木旖玲 徐德忠） 

14.开天辟地诞生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 （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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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锅洪） 

15.颂建党百年  做时代新人 （盐城市 刘同胜） 

16.弘扬爱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镇江市 谌夕章） 

17.感悟英模情怀  赓续红色基因 （南通市  陈宏） 

18.走出周庄的优秀人才 （苏州市  陆林根） 

19.传承抗战精神  争做时代新人 （盐城市  姚瑶） 

20.明权利义务，做守法公民（南京市  倪颖） 

21.牢记核心价值观 争当文明小学生（扬州市 成梦遥） 

22.开天辟地 完成救国大业（无锡市 马彩红） 

23.以建党百年为抓手，践行爱国主义教育（宿迁市 袁玉巧） 

24.垂钓中的道德养成（宿迁市 汤海滨） 

25.汲取榜样力量，争当新时代好少年（无锡市  徐芳） 

26.教科书中学党史（徐州市 李世明） 

27.扬帆起航  筑梦九天（连云港市 徐佳雯） 

 

高等学校： 

1.选择（南京理工大学 吴晓蓓） 

2.中国电影艺术中的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金源） 

3.伟大壮举——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光辉历程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永辉） 

4.奋进新时代 资助育新人（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马晓雷） 

5.新时代民法典：一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典（徐州医

科大学 罗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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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扬州大学 华干林） 

7.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丁

柏林） 

8.弘扬创新精神，赓续红色传承（江苏警官学院 毕良珍） 

9.不忘初心学党史 砥砺爱国勇担当（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程慧） 

10.读诗词学红色党史  悟初心明青年使命（盐城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王欣荣） 

11.弘扬四种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谱写中国梦的

江苏篇章而努力奋斗（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张盼盼） 

12.唱响经典红歌  领悟践行初心（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蒋

龙余） 

13.心灵体验——情绪导引（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柯晓扬） 

14.新时代公民的道德品格和价值准则（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刘燕） 

15.学史力行  匠心传承（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董晓景） 

16.“永远跟党走，红色精神助我行”暨“传承红色基因，践行

红色精神”（南京中医药大学  金鑫） 

17.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长征精神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江

国云） 

18.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之路（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乐

珮珮） 

19.清澈的爱，只为国家——做坚定的爱国者（南京工业技术大

学 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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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爱岗敬业精神”（南京工程学院  赵

利群） 

21.百年光辉历程（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江铭） 

22.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房晓

梅） 

23.从党史校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南京财经大学  姚学峰） 

24.四史学习心得的分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陈学诚） 

25.聚焦“信仰之力”党史宣讲系列活动之《毛泽东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刘

晨） 

26.传承红船革命精神 弘扬百年政党文化（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丁荣茂） 

27.重温百年路，奋进新征程（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涛） 

28.对党的认识  从感性到理性——我的 61 年入党故事（江苏

科技大学  朱东林） 

29.学好专业  开启人生新征程（南京林业大学  王元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