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教育厅处室函件  
 

  
                            鲁教职处函〔2022〕20号 

  

 

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职业院校 
开展“技能成才 强国有我”主题教育活动 

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教育（教体）局职教科（处）、各高等职业院校有关处室： 

现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职业院校开展“技能成才 强国

有我”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2〕3 号）（以

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广泛宣传发动 

各地各校要紧扣活动主题，广泛发动，深入宣传，大力倡导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引导学生在活动中

培养爱国之情，砥砺报国之志，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要

将总结推介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成果、积极宣传职业教育

活动周和职业技能大赛重大活动内容等融入落实《通知》要求中，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二、统筹活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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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校要按照“讲好党史故事”“榜样引领”“文明风采”

三项主题活动内容，结合教育教学实际，统筹设计全年活动安排，

做到“校校组织、班班活动、人人参与”，提升育人实效。要针

对学生特点和工作需要，用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促进活动深入开展。要把师生安全放在首位，统

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主题活动开展。 

三、积极展示成果 

各地各校要精心制作“榜样故事我来说”“未来工匠说”展

示视频，履行好政治把关责任，通过市、县、校短视频号、公众

号广泛推送播放，同时对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认真总结，积极

报送到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网站进行展示（相关

要求及操作指南登录网站，查看“管理操作指南”）。我厅将通

过各类媒体，广泛宣传展示各地各校活动开展情况，推送有关报

道和优秀展示视频，协调有关方面做好典型人物、典型活动的深

入挖掘和宣传报道工作，同时择优推荐相关报道视频和成果视频

到教育部职成司，通过“职教小微”抖音号、“职教之音”微信

公众号等加强宣传（视频相关要求见《通知》，含在活动总结材

料内一并报送）。 

四、规范报送材料 

各地各校要分阶段总结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情况，填写活动开

展情况统计表（附件 1），撰写活动开展情况总结（基本情况、

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下一步建议等），制作不超过 5 分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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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活动情况介绍视频（采用 MP4 格式封装，下同）。同时，各

地推荐“榜样故事我来说”“未来工匠说”展示视频各不超过 1

个，各校从上述两项活动中择优推荐展示视频不超过 1个，单个

视频时长 3-5分钟。 

请各地各校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以扫描件和 word 版形式

报送上半年总结有关材料，连同活动方案（通知）和推荐视频一

并报送至指定邮箱；11 月 10 日前按照上半年相同要求再次推荐

成果展示视频，报送全年总结有关材料。 

 

联系人及电话：丁昌勇、孟令君，0531-51793804； 

电子邮箱：zjc01@shandong.cn。 

 

附件：1.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2.“榜样故事我来说”典型事迹信息表 

      3.“榜样故事我来说”成果视频推荐汇总表 

      4.“未来工匠说”成果视频推荐汇总表 

 

  

山东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 

2022 年 4月 13日 

 

 

mailto:zjc01@shand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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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 
 

单位（盖章）：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本地中职学校数  本地中职在校生数  

系列活动 讲好党史故事活动 榜样引领活动 “文明风采”活动 

市级层面 

活动数量 
   

举办校级活动 

中职学校数 
   

中职学校 

校级活动总数 
   

参与校级活动 

中职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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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高职院校） 

单位（盖章）：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在校生人数  

系列活动 讲好党史故事活动 榜样引领活动 “文明风采”活动 

校级活动总数    

参与校级活动 

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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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榜样故事我来说”典型事迹信息表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高职院校（盖章）：                  

榜样人物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入学年份  所学专业  

毕业学校  工作单位  

学习经历 
（高中阶段以来） 

工作经历  

简要事迹 

（不超过

300字） 

 

讲述人姓名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姓名 
 

指导教师 

联系方式 
 

推荐意见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高职院校 填写）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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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榜样故事我来说”成果视频推荐汇总表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高职院校（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榜样人物 

姓名 

讲述人 

姓名 

讲述人 

所在学校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视频时长 展示播放情况 

        

        

注：“展示播放情况”栏填写该成果视频主要展示播放的平台、播放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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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未来工匠说”成果视频推荐汇总表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高职院校（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讲述人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所在学校 

入学 

年份 
所学专业 

指导教师 

姓名 
展示播放情况 

          

          

注：“展示播放情况”栏填写该成果视频主要展示播放的平台、播放量等。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职业院校开展
“技能成才 强国有我”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的寄语精神，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教育引导学生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和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培养爱国之情、砥砺报国之志，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履行好“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庄严承诺，经研

究，决定在巩固拓展职业院校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的基础上，开展

“技能成才 强国有我”主题教育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技能成才 强国有我

二、活动内容

（一）讲好党史故事活动

各地各职业院校总结党史学习教育经验，巩固“少年工匠心

向党 青春奋进新时代”主题教育、职业院校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展

教职成厅函〔202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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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等活动成果，继续开展“我们一起学党史”、红色基因传承等方

面活动，教育引导学生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创新拓展教育手段和载体，通过观看影视作品、开

展实践活动、组织联学展示等增强学习效果。组织学生围绕“我

家乡的党史故事”“我眼中的母校与百年历程”“我心中的革命人

物”等主题开展讲好党史故事活动，做到人人都能讲述与所在地

区、就读学校或所学专业有关的党史故事，展现职业院校学生党

史学习教育的所学、所感、所思、所悟。职业院校党组织书记、

院校长以党史学习教育为重点，为学生上好专题思想政治课，组

织学生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盛况，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持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入脑入心。

（二）榜样引领活动

充分发挥榜样人物和典型事迹的引领示范作用，引导职业院

校学生树立把小我融入大我、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远大

理想，进一步坚定“强国必定有我”的信念，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坚持德技并修，努力技能成才。

1.学习冬奥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冰雪健

儿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学生以中国冰雪健

儿为榜样，学习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的奋斗精

神。围绕“祖国成就我来讲”“新时代 新作为”“写给 2035 年的我”

等主题开展演讲、征文、主题班会等活动，引导学生心系祖国、

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做到内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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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化于行。

2.寻访职业榜样。教育引导学生将具备优良品德的大国工匠、

能工巧匠、劳动模范、行业能手、创业之星等作为学习、追赶和

立志超越的成才榜样。指导、组织学生寻访近年来涌现的职业院

校优秀毕业生，挖掘他们成长成才的典型事迹和成功经验，通过

短视频、座谈会、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讲好职教学子的

技能成才故事，以身边看得见、学得了、可再现的鲜活典型促进

学生努力修身立行，实现技能报国、强国有我的目标，并促进社

会公众了解职业院校学生成长状况。

3.选树朋辈榜样。各职业院校遴选一批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自立自强、遵纪守法、刻苦学习、敬业乐群、精益

求精、实干创新等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在校学生，用身边的优秀朋

辈引领带动学生。各地各校坚持优中选优、榜样引领，宣传推广

优秀学生在选择职业教育、适应全新环境、苦练技术技能、传承

工匠精神、弘扬劳动精神等方面的典型事迹，引导推动广大职业

院校学生发愤图强、健康成长。

4.争做奋进榜样。各职业院校引导学生总结学习榜样事迹的

心得、体会，树立正确职业目标，结合学业基础、性格特点、爱

好特长等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开展“未来工匠说”“我要做榜样”等

主题演讲、征文、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树立远大理想，走实成长成才之路，形成比学赶超、努力成才、

奋进担当的良好局面。

（三）“文明风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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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校围绕职业院校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领域，结

合实际选取师生认可度高、参与广泛、针对性强、职教特色突出

的活动形式，创新开展“文明风采”活动。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有益

于学生成长成才的活动内容，加强培育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落

实劳动教育、体育和美育有关要求，加强法治教育、公共安全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生命教育、禁赌禁毒教育、数字素养教育、

科学精神培养等，开展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运动、校园抗艾防艾

行动，深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教育，统筹开展育人活动。深入推

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约》学习签署践行活动。民族地区职业

院校还应结合“文明风采”活动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族

学生牢固树立“五个认同”“三个离不开”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三、工作要求

（一）各地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力求实效，加强对职业

院校的指导，针对学生特点开展切合实际、生动有效、喜闻乐见

的活动；要坚持活动育人、实践育人、以文化人，线上线下结合，

防止形式主义、走过场；要完善“校校组织，班班活动，人人参

与”的活动机制，引导全体学生广泛参与，让每一名学生在活动

中受到教育。

（二）各地各校要打造一批能够讲好职教故事，展示新时代

职业院校学生爱国热情、奋进风采的活动成果。职业院校学生从

寻访者的角度，以“榜样故事我来说”为主题，重点讲述职业院校

优秀毕业生的成才故事，包括学习经历、奋斗历程、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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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职教学子的寄语等。职业院校学生以“未来工匠说”为主题，讲

述自己学习榜样人物典型事迹的感受感悟，以及今后树立远大理

想、刻苦锤炼技能、养成职业精神，做新时代追梦者，走实技能

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的具体打算和做法。

（三）各地各校要做好育人活动开展情况的宣传和成果展示，

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和“三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遴选“榜样故事

我来说”“未来工匠说”优秀成果，精心制作展示视频，通过省、

市、校级短视频号、公众号等广泛推送播放，筑牢拓展网络德育

和思想政治教育阵地，促进社会公众了解和正确认识职业教育。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压实主体责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切实

把好各项展示成果的政治关。

（四）各地各校要把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落

实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展的工作要求，按照

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联合印发的最新版高等学校、中小学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形势和学校实际，

统筹做好活动组织和疫情防控工作。

四、展示和总结

（一）教育部将通过“职教小微”抖音号、“职教之音”微信公

众号、“文明风采”活动网站（www.moewmfc.org）等广泛宣传展

示各地各校活动开展情况，推送有关报道和“榜样故事我来说”“未

来工匠说”优秀成果视频，还将协调有关方面做好典型人物、典

型活动的深入挖掘和宣传报道工作。报道视频和成果视频时长不

限，可根据推送播放平台特点剪辑制作不同时长版本。推荐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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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小微”抖音号展示的视频时长原则上不超过 1 分钟，经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审核通过并在省级短视频号播放后及时报送。各地各

校活动动态可随时报送到“文明风采”活动网站，包括文字报道、

图片、视频等，相关要求及操作指南见网站有关栏目。

（二）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分阶段总结本地区主题教育活动

开展情况，认真填写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附件 1），撰写活动

开展情况总结（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下一步建议

等），制作不超过 5 分钟的本地区总体活动情况介绍视频（采用

MP4 格式封装，下同）。

五、材料报送

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于 2022 年 7 月 10 日前报送上半年总

结有关材料，附本地区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的方案或通知，推荐不

超过 10 个“榜样故事我来说”“未来工匠说”优秀成果视频（各不

超过 5 个，单个视频 3~5 分钟），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11 月

20 日前再推荐不超过 10 个成果视频（要求与上半年相同），报

送全年总结有关材料。

联系人及电话：杨广俊，010-58581508（“文明风采”活动推

进办公室）；李玲玉，010-64920511（“文明风采”活动网站）；张

建鹏、刘俊，010-66096478（教育部职成司）

电子邮箱：zcsdyc@moe.edu.cn

附件：1.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2.“榜样故事我来说”典型事迹信息表  

mailto:zcsdyc@mo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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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榜样故事我来说”成果视频推荐汇总表

4.“未来工匠说”成果视频推荐汇总表

                           教育部办公厅               

                            2022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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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本地区中职学校数 本地区中职在校生数

本地区高职学校数 本地区高职在校生数

系列活动 讲好党史故事活动 榜样引领活动 “文明风采”活动

省级层面

活动数量

合计         个城市开展有关活动开展地市级

活动城市数

地市级层面

活动数量

举办校级活动

高职学校数

高职学校

校级活动总数

参与校级活动

高职学生数

举办校级活动

中职学校数

中职学校

校级活动总数

参与校级活动

中职学生数

注：1.“地市级层面活动情况”有关信息计划单列市无需填写。

2.高职学校（含本科）数据和活动开展情况由所在省（区、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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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榜样故事我来说”典型事迹信息表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榜样人物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入学年份 所学专业

毕业学校 工作单位

学习经历
（高中阶段以来）

工作经历

简要事迹

（不超过

300 字）

讲述人

姓名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姓名

指导教师

联系方式

推荐意见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填写）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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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榜样故事我来说”成果视频推荐汇总表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榜样人物

姓名

讲述人

姓名

讲述人

所在学校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视频时长 展示播放情况

注：“展示播放情况”栏填写该成果视频主要展示播放的平台、播放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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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未来工匠说”成果视频推荐汇总表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讲述人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所在学校

入学

年份
所学专业

指导教师

姓名
展示播放情况

注：“展示播放情况”栏填写该成果视频主要展示播放的平台、播放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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