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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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 号 

 

 

关于公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品教育 

项目’案例（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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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工作要点》，我委今年 2月印发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精品教育项目’案例（2022 年）”评选活动的通

知》。各地各高校按照要求，认真组织了“精品教育项目”申报

工作。 

我委聘请了经验丰富、公道正派、水平较高的专家担任评委，

组建了普教系统、高等学校两个评审组。根据“精品教育项目”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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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求，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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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评审基础上，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镇江市高俊鹏的《科

技强军，吾辈责无旁贷》、东南大学卢冬梅的《百年传承 时代

担当》等 28 个项目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品教育项目’

案例（2022 年）”一等奖；南京市邵薇薇的《唱响新时代雷锋之

歌》、南京林业大学吴德洲的《厚植家国情怀，放飞青春梦想》

等 72 个项目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品教育项目’案例（2022

年）”二等奖（名单详见附件）。现予通报，并将颁发荣誉证书。 

本次评选出的一等奖部分案例视频文件，将传送给各设区市、

县（市、区）教育关工委和高校关工委，供学习借鉴，交流推广。 

 

附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品教育项目”案例（2022 年）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 

2022 年 10 月 20 日 

 

 

 

 

抄送：教育部关工委，省关工委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                 2022 年 10 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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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品教育项目”案例 

（2022 年） 

 

一等奖 

 

普教系统： 

1.科技强军 吾辈责无旁贷 （镇江市 高俊鹏） 

2.五星红旗历次闪耀太空的故事 （南京市 唐德海） 

3.爱吴江 爱无疆 （苏州市  谈海珍) 

4.极限人生朱彦夫  (淮安市 穆淑华) 

5.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南京市 李华） 

6.百年大党永葆青春的“精神密码” （无锡市 郑海刚） 

7.传承中医文化 弘扬孟河医派精神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常州市 林中坤） 

8.英雄老去精神在、挺立时代有传人——王诤精神宣讲 （常

州市 彭新立） 

9.传承英雄精神唱响时代旋律 （泰州市 刘华川） 

10.做个知法守法好少年 （南通市 葛宝金） 

11.大家献爱心，共筑中国梦 （无锡市 王培） 

12.一生践一诺 以身许祖国 （苏州市 郭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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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爱国匠心行，争做生力军 （南通市 丁顺前 胡敏华） 

14.拳拳爱国心，悠悠报国情 （盐城市 丁慧） 

 

高等学校： 

1.百年传承 时代担当 （东南大学 卢冬梅） 

2.从百年征程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江苏师范大学 高

中华） 

3.医乃仁术德为魂 （南京医科大学 陈亚新） 

4.运筹帷幄，与时偕行——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战略智慧 （中

国矿业大学 胡琼） 

5.赢在起跑线——大学新生第一课 （南京工业大学 高明） 

6.心怀爱国之情 笃行报国之志 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新时代青年 （江苏大学 袁寿其） 

7.江南文脉及其精神图谱 （江南大学 庄若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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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 

9.一条运河润中国——从淮扬运河治理领悟并厚植忧国忧

民情怀 （扬州大学 刘怀玉） 

10.传承龙珍精神  服务乡村振兴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

院 孙玲） 

11.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做新时代家国情怀的弘扬者 

（南京师范大学 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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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爱国——胸怀报国心，笃行强国志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刘仁智） 

13.红色之魂信念灯塔：学习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 （南京中

医药大学 金鑫） 

14.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 （南京晓庄学院 洪涛） 

 

二等奖 

 

普教系统： 

1.唱响新时代雷锋之歌 （南京市 邵薇薇） 

2.椿风化雨 芳华永传——致敬常州市解放路小学杰出校友

姜椿芳 （常州市 蒋琳） 

3.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 （南通市 

陈而千） 

4.弘扬民族精神 构筑中国价值 （连云港市 刘海娟） 

5.“新安旅行团”的传奇故事 （淮安市 陆恒树） 

6.如果奇迹有颜色 那一定是中国红--永远相信中国力量 

（盐城市 王玫） 

7.沛县红色交通线 （徐州市 沈宪明） 

8.王鲍精神之花永远绽放 （南通市 陈振超） 

9.燃青春之光，励青春之志，践青春之行 （连云港市 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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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10.老少心向党  喜迎二十大 （镇江市 杨以飞） 

11.懂法守法  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泰州市 张荣征） 

12. 难忘那山、那水、那人 （南京市 王鼎宏） 

13.赓续功勋精神 闪耀时代征程 （盐城市 丁潇冰） 

14.敢在鬼子头上“跳舞”的运河支队 （徐州市 薛颖） 

15.理想 使命 荣誉 国家 （苏州市 李波） 

16.三份决议见证百年，两个确立领航复兴 （盐城市 葛红

梅） 

17.“价值立意”实景融合直播课 （扬州市 刘岚等） 

18.向亚夫爷爷学“田耕” （镇江市 李宁） 

19.起始于辛劳 收结于平淡 （宿迁市 王金凤） 

20.家书抵万金——红色家书中的爱国情怀 （宿迁市 张璐） 

21.强国有我 科技筑梦 （常州市 张葵 李军玲 唐洁 刘烨 

夏梦 蒋核芳 贾丽娜 熊佳） 

22.让生命绽放诚信之花 （徐州市 王梅） 

23.青春向党砺初心 建功时代谱新篇 （连云港市 吉玉娥 

杨静 马兆首） 

24.擎奋楫之“炬” 燃青年之“火” （扬州市 秦瑞宝） 

25.五育融合构筑育人高地 成长文化塑造时代新人 （泰州

市 陈冬梅 张晨宇 张天翼 蔡佳琳 张俊驰 董诗杨） 

26.续写“春天的故事” （无锡市 张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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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硬核力量 书写时代芳华 （淮安市 刘婷婕） 

28.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铺就青春底色 （扬州市 

陈科山） 

29.人无精神则不立 国无精神则不强 （苏州市 郁美娟） 

30.党的光辉照我心，童心喜迎二十大 （镇江市 王学清） 

31.春风拂煦心花红——丰县志坚聋哑青年健康成长的事迹 

（徐州市 侯玲） 

32.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 （泰州市 申祖鹏） 

33.践行价值观，做文明少年 （宿迁市 张志惠） 

 

高等学校： 

1.厚植家国情怀，放飞青春梦想 （南京林业大学 吴德洲） 

2.知党立信仰 跟党向未来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蔡步

前） 

3.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 （苏州大学 查佐明） 

4.弘扬优良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 （苏州科技大学 郑海） 

5.唱响使命徜徉知识海洋 团结献身为国铸造利器——与

青年大学生谈南理工精神 （南京理工大学 朱继南） 

6. 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江

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李建国） 

7.坚信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樊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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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缅怀陈毅元帅丰功伟绩，弘扬新时代爱国敬业精神 （盐

城师范学院 郝宏桂） 

9.在青春的赛道上永葆家国情怀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高永

宏） 

10.重温历次党代会 喜迎中共二十大——深化党史学习常

态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安明）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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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沿着党指引的方向，人民空军 70 年高飞远航 （常州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 何寿南） 

13.弘扬科学与人文精神，致力振兴中华 （淮阴师范学院 顾

建国） 

14.讲文明 树新风，医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江

苏护理职业学院 周凤山） 

15.我们的精神家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刘以恒） 

16.坚定文化自信，传承绿邮文化——邮电与文化 （南京邮

电大学 颜福康） 

17.“既往开来，生生不息”从一张老照片看“百年农经”

的发展历程 （南京农业大学 钟甫宁） 

18.品读诗词 涵养情操——传承革命诗词的红色基因 （南

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刘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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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从伟大抗疫精神品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徐州医科大

学 罗昕） 

20.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李楠） 

21.百年党史中的青年担当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孙红

兵） 

22.礼仪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盐城工学院 孙琴） 

23.百年变局与民族复兴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闵仕君） 

24.传颂行知精神 培育灿烂“陶”花 （金陵科技学院 吴轶

军、朱晓春） 

25.凝聚青年力量，奋进强国征程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陈鑫明） 

26.传承弘扬江苏革命精神 增强青年志气骨气底气 （南京

旅游职业学院 夏梦 谢晓美） 

27.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

精神宣讲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陈利 郝婷婷 王思燃  

霍晓敏 陈明 王凯凯 桑伟俊 蒋鹏 赵亚静 糜红缨 余波） 

28.追忆红色电波 传承红色基因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徐家林） 

29.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争做担当有为青年（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 王振会） 

30.“红音筑梦”红色故事宣讲 （南京审计大学 姜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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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菲、刘胤彤、刘米纳、李立增） 

31.灵魂的守望——师德修养的个人体验 （泰州职业技术

学院 封立群） 

32.回顾百年历史，做五四新青年 （南京工程学院 吴戈） 

33.“青言青语”话长征  强国有我新征程 （常州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蒋星星 周冰舸 薛继红） 

3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盐城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陈玲敏） 

35.树立爱国情怀，勇担历史重任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尹藜蓉） 

36.赓续青春百年志，材料青年向未来 （江苏理工学院 羊

悦） 

37.岁月映初心薪火永相传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俞静

芝） 

38.打通大学毕业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南京财经大学 

徐永宁） 

39.守好学生钱袋子，抓好反诈第一线 （常州大学 石晨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