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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第一届中华学子青春国学荟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团委、 学联、 少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团委、 学联、 少工委: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引导激励青少年学生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青少年学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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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共青团中

央、 全国学联、 全国少工委联合山东省人民政府举办第一届中华

学子青春国学荟。 具体内容通知如下:

一、 活动时间

2015 年 5 月至 11 月

二、 活动主题

国学梦·青春行

三、 参加主体

全国在校大、 中、 小学生

四、 活动内容

第一届中华学子青春国学荟由以下三项活动组成:

1. “国学达人冶 挑战赛。 5 月至 10 月, 各地各学校负责组

织开展区域内 “国学达人冶 网络挑战赛, 按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和大学组分别选拔出优秀选手参加全国总决赛; 10 月至

11 月, 在山东举办 “国学达人冶 全国总决赛, 总决赛分为预赛

和决赛两个环节。

2. “五个 100冶 优秀国学项目评选。 5 月至 10 月, 开展 “五

个 100冶 优秀国学项目评选, 各地根据分配名额择优选拔推荐,

10 月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 该项工作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3. 青春国学荟展示活动。 11 月, 在山东曲阜举行青春国学

荟展示活动, 开展国学社团青春汇、 中华学子 18 岁成人礼、 优

秀国学教育文艺微视频展播、 中华传统文化齐鲁论坛、 中华学子

优秀国学成果颁奖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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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作要求

1. 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 各地各学校要充分认识活动的重

要意义,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 认真

做好各项工作。 各省级团委学校部 (少年部) 要指定 1 人参与全

国活动的有关协调工作 (协调工作 QQ 群: 415025293)。

2. 层层发动, 精心组织。 各地各学校要积极争取同级党政

及教育行政部门支持, 以学校为基本活动单元, 一级抓一级, 层

层抓落实, 广泛动员学生踊跃参与线上线下活动, 确保各项活动

广泛深入开展。

3. 深入宣传, 营造氛围。 各地各学校要综合运用报纸、 电

视、 广播、 网络和微博、 微信等媒体手段对活动进行全方位宣传

和展示, 营造广大青少年学生积极参与活动的浓厚氛围。

各省级团委、 学联、 少工委要在辖区内遴选、 推荐 1—2 名

知名国学专家 (见附件 2), 参与 “国学达人冶 挑战赛题库建设

工作, 并列入全国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信息反馈表请于 5 月 20

日前发送至指定邮箱。

团中央学校部

联系人: 张聪勤

电摇 话: 010-85212334

地摇 址: 北京市前门东大街 10 号

邮摇 编: 1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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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一届中华学子青春国学荟活动安排

第一阶段: “国学达人冶 挑战赛

1. 活动时间: 5 月至 10 月

2. 参赛对象: 活动分为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和大学组。

参赛对象为全国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大、 中、 小学在校学

生。 其中, 小学组 1-2 年级学生为自愿参与, 以 3-6 年级学生为

参赛主体; 中学阶段以非毕业班学生为参赛主体; 大学组以本科

生和研究生为参赛主体。

3. 比赛内容: 以中华传统哲学、 史学、 语言文字、 文学、

艺术、 医学、 礼仪、 服饰、 建筑、 民族、 民俗、 文物古籍、 伦

理、 宗教等为主要范畴。

小学组: 以熟识、 记忆为主, 淤小学教材中的国学知识; 于

《弟子规》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千家诗》 《论语》

《孝经》 《朱子家训》 等 “蒙学冶 经典书目; 盂其他国学常识。

初中组: 以记忆、 理解为主, 淤初中阶段教材中的国学知

识; 于 《大学》 《论语》 《孟子》 《诗经》 《道德经》 《孝经》

《唐诗宋词》 《礼记》 《楚辞》 《庄子》 等经典诵读书目; 盂其他

国学常识。

高中组: 以记忆、 理解为主, 淤高中阶段教材中的国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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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于 《全唐诗》 《全宋词》 《说文解字》 《诗经》 《孝经》 《礼

记》 《史记》 《古文观止》 《白虎通译》 《孙子兵法》 《黄帝内经》

等经典书目; 盂诗词戏曲、 书法绘画、 衣食住行中的传统文化;

榆其他国学常识。

大学组: 以理解、 运用为主, 淤中、 小学阶段应知应会国学

知识; 于 “四书五经冶 “春秋三传冶 “十三经冶 “二十五史冶 “诸

子百家冶 和 《四书集注》 《资治通鉴》 《中说》 《贞观政要》 《传

习录》 《近思录》 《易经》 《春秋繁露》 等经典书目; 盂诗词曲

戏、 书法绘画、 衣食住行、 民族民俗、 建筑工艺、 天文历法、 古

籍古迹、 医学艺术中的传统文化; 榆国学知识的分析与运用。

比赛题目从易到难, 设置记忆型、 理解型、 运用型等类型,

采取选择题、 判断题、 填空题等多种题型与语音、 图像、 视频等

形式相融合的复合型题目形式。

4. 比赛形式: 校级、 县级赛事采取网络答题 (专题网站)

的形式, 地市级、 省级赛事采取现场竞赛的形式, 全国总决赛采

取现场答题和网络公开赛相结合的形式。

5. 赛事组织: 各省级团委、 学联、 少工委负责统筹组织开

展省级决赛及其他层级赛事。

(1) 校级赛事: 在小学, 以中队为单位, 由各学校大、 中

队辅导员负责组织; 在中学, 以班级为单位, 由各学校团委负责

组织, 借助学生信息技术课或其他课程组织全员参与。

(2) 市级 (县级) 赛事: 县级团委、 学联、 少工委联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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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教育行政部门, 组织辖区内各校级赛事胜出选手参与专题网站

答题。 地市级团委联合同级主办单位, 组织开展现场赛事, 遴选

产生参加省级赛事的选手。

(3) 省级赛事: 由各省级团委、 学联、 少工委联合同级教

育行政部门,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省级决赛地面赛事, 最终产生参

加全国总决赛的选手。

第二阶段: “国学达人冶 挑战赛总决赛

1. 活动时间: 10 月至 11 月

2. 活动地点: 山东

3. 参加对象: “国学达人冶 挑战赛省级决赛优秀选手, 由大

学生、 高中生、 初中生、 小学生各 1 名组成省级代表团, 分别参

加全国大学组、 高中组、 初中组和小学组总决赛。 适时邀请港澳

台和海外青少年组成代表团参加总决赛。

4. 赛制赛程: 全国总决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环节。

(1) 预赛: 按照四个组别, 相应开展四场比赛。 各场比赛

分为两个阶段: “八强竞逐赛冶 “八进五冶。

(2) 决赛: 按照四个组别, 相应开展四场比赛。 本环节分

为两个阶段: “三强入围赛冶 “三甲定夺赛冶。 根据各组累计得分

排名, 授予第一名为 “国学达人冶 状元、 第二名为 “国学达人冶

榜眼、 第三名为 “国学达人冶 探花。 决赛环节其他选手授予

“国学达人冶 进士, 复赛环节未入围选手授予 “国学达人冶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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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

5. 比赛形式: 采取轮答、 抢答、 联想、 视频、 竞标、 接龙、

记忆、 演讲、 演绎、 辩论、 现场创作等多种形式。 引入导师制,

邀请全国业界及省内著名国学大师、 专家和知名人士担任导师,

参与赛事评判、 答疑和点评。

第三阶段: “五个 100冶 优秀国学项目评选

1. 活动时间: 5 月至 10 月

2. 实施主体: 团中央学校部、 全国学联秘书处、 全国少工

委办公室

3. 活动内容: 面向全国各学校, 遴选优秀国学教育项目。

具体包括: 100 个优秀大学生国学社团、 100 个优秀中学生国学

社团、 100 个优秀红领巾国学小社团、 100 个优秀国学教育文艺

微视频和 100 个地市级团委面向区域内中小学生开展的国学教育

项目。

4. 活动方式: 面向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开展 “五个 100冶

优秀国学项目申报, 并通过专家评审和网络投票, 最终确定优秀

项目名单。 给予优秀国学项目工作经费支持, 并在青春国学荟展

示活动上进行颁奖和集中展示。

第四阶段: 青春国学荟展示活动

1. 活动时间: 11 月 (为期 2 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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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动地点: 山东省曲阜市

3. 参加主体: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参加全国总决赛的选

手、 部分 “五个 100冶 优秀国学项目获奖代表、 全国知名国学专

家学者。

4. 活动板块:

(1) 国学社团青春汇

邀请部分优秀大学生国学社团和优秀中小学生国学社团, 到

曲阜开展为期 1 天的风采展示和公益服务活动。 活动中, 按照传

统文学、 史学、 哲学、 医学、 礼仪、 艺术、 民俗等国学门类对优

秀社团进行划分, 将静态展示与动态服务相结合, 在参展社团展

示作品、 才艺、 技能等的同时, 鼓励学生社团向周边群众提供知

识传播、 经验分享和技能传授等服务。

(2) 中华学子 18 岁成人礼

邀请 “国学达人冶 挑战赛选手和部分山东曲阜中学生参加,

以冠笄礼、 拜师礼、 立 “字冶 等为主要形式, 依托 “三孔冶 开

展具有儒家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华学子 18 岁成人礼示范活动, 并

参观孔子研究院, 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和成人主题教育。

(3) 优秀国学教育文艺微视频展播

遴选部分优秀国学教育文艺微视频, 在山东曲阜开展为期 1

天的展播活动。

(4) 中华传统文化齐鲁论坛

邀请全国著名国学大师和专家学者、 部分 “国学达人冶 获

—9—



奖代表、 优秀国学社团代表参加。 活动为期 1 天, 分为 “名家讲

坛冶 “青年国学说冶 和 “学术争锋冶 三个环节。 其中, “名家讲

坛冶 邀请国学大师围绕主题举办讲座; “青年国学说冶 由 “国学

达人冶 获奖代表、 优秀国学社团代表发表主旨演讲; “学术争

锋冶 由 3—4 名专家分别主持 1 个分论坛, 围绕研讨题目开展自

由研讨、 辩论。

(5) 中华学子优秀国学成果颁奖

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 通过故事化、 艺术化, 表

演式、 篇章式等活动结构设计, 呈现一场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特色的视觉盛宴。 主要包含: 传统文化节目展演、 “国学达人冶

挑战赛总决赛颁奖仪式、 全国 “五个 100冶 优秀成果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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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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