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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青少年才艺展示推优评析活动的邀请函

活动主题：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新中国·好少年’青少年才艺展示推优评析活动”。

活动目的：

“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

少年成长成才。2018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陕西照金北梁

红军小学学生的回信中说，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童年是人一生中至关重要的

阶段，除了要“敢于有梦”，“脚踏实地，好好读书”，还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2018 年 9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增强社会各

界办好教育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共同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教育不仅关

乎个体发展，家庭幸福，而且关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全社会要共担责任，形成合力。

因此，社会各界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和扎实行动，贯彻落实好“全社

会要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的重要指示，共同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

近年来，全国各地市县区涌现了许多幼儿教育培训园所和校外教育培训单位，

开设、开办了普通话、写作、书画、美术、声乐、舞蹈、武术等等数十种培训，甚

至更多。有的还开展了国学颂读；成语故事、微电影、小短剧表演，等等活动。这

些都为广大青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青少年儿童社会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为进一步做好、做优、做实

青少年儿童的教育培训，许多幼儿教育培训园所和校外教育培训单位等，期望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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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推优评析；非常需要对他们培训、辅导的青少年儿童的才艺有一个成果检阅，这

样不仅有利于学习交流和创新提高，而且可以更好地激发孩子们“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同时，可以使孩子们通过才艺展示推优评析活动，通过对他们的才艺展示、

展演、比赛等，能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全面发展。

在时值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举办‘新中国·好少年’青少年才艺展示推优评

析活动，旨在进一步倡导和激励青少年“脚踏实地，好好读书”，“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进一步呼唤和期许社会各界关心、爱护孩子们在人生最初的道路上幸福奔

跑。同时，通过活动培养和展示青少年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有

梦想、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精神风貌和学与做的成果。

一、参与活动的青少年儿童们将有三十多个利好

1. 活动中，届期结业或继续（晋级）参加活动的青少年，可根据需要，由主办

单位监制盖章，颁发相关证书，以资精神褒奖和成绩鼓励；

2. 对活动中各届次、各项类的已入围的优秀者（原则上要求入围者人数不超过

报名注册人数的 60％），推选出金牌 10％、银牌 20％、铜牌 30％，鼓励奖 40％，

由主办单位统一制作奖章、奖杯、奖牌、获奖证书、荣誉证书，落款北京主办单位

名章(可加区域协办单位名章)。一般由区域协办单位代发、代颁；进京代表也可在

进京活动时领发；

3. 对活动中各项类的获奖者、优秀者，由主办方设计制作网页，进入主办方官

方网站，中广协联广电网等网站进行形象展示宣传，使孩子们的形象在无国界、无

边界的互联网世界里展现辉煌。向每位被收录者颁发网站收录荣誉证书；

4. 集结出版《中华大地之光》杂志，每个入选者给予一个国际标准期刊页码（约

A4 版面，约可刊登 3-6 幅图片+300 字介绍）的形象展示宣传，使孩子们的形象载入史册；

5. 根据情况，集结出版《新中国·好少年》大型画册，每个入选者给予一个国

际标准书面页码（可刊登 3-6 幅图片+300 字介绍）为孩子著书立传，载入史册；

6. 每届次活动结束后，金牌获得者，有资格由区域协办单位推荐（并带队）作

为代表进京，主办单位协助、协调安排：到首都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或降）国旗、目

睹国旗卫队风采；参观人民大会堂；登天安门城楼（登长城）；瞻仰毛主席遗容；参

观首都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参观名胜古迹；参观首都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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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体育场馆、博物馆、纪念馆；进中央电视台栏目或节目演播厅活动，与中央电视

台部分主持人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分主持人（播音员）见面；

与部分著名影视单位（或剧组）制片人、导演、演员见面及首都其它活动；

本条所列活动，可能因人数、时间、天气、重大活动、政治活动、外事活动或其

它不可预料因素受到影响或调整；

7. 根据参与活动的青少年的才艺表现和家长意愿，向北京等地的数十家影视制

作单位，推荐小演员；

8. 根据参与活动的青少年的才艺表现和家长意愿，向相关电视栏目、节目推荐

有相关才艺的青少年出镜或活动；

9. 根据参与活动的家长意愿，组织国内（外）名校游学活动，特别优秀者，推

荐相关专业学科的网络帮带研学；

10. 根据参与活动的家长意愿，作大中专和专业艺术学校的考前培训或专业教师

指导推荐；

11. 此项活动中的金牌获得者，将有资格参加全国大赛或推荐参加相关机构的全

国性大赛或竞赛；

12. 根据参与活动的青少年的才艺和家长意愿，作一些机构或专业艺术学校的委

培、代培推荐；

13. 对符合播出要求的才艺表演、作品展示等，推荐到适合播出的广播电视台、

教育台、网络台播出；

14. 条件具备时，制作全国青少年版块综艺节目，在加盟的全国市县区旗广播电

视台、教育台、网络台等媒体播出；

15. 对各地积极参与活动的培训机构等单位，可由区域协办单位考虑决定、推荐

评选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新中国·好少年’青少年才艺展示推优评析活动”

××项或××类优胜培训单位，或综合才艺培训优胜培训单位，或优秀组织奖项，或

优秀培训人才（例如：××才艺最佳辅导老师；××才艺最佳辅导能手；“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新中国·好少年’青少年才艺展示推优评析活动”先进个人等方面的）等。由主办单位制发奖杯

（奖牌）、证书等。此项需报备先进材料等；可协助获奖培训单位制作形象宣传片；

16. 对参与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可根据意愿或要求，推荐或协调参加有关机构、

系统举办或举行的活动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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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将在参与合作和联盟地建办志愿者爱心捐赠“好孩子”爱心书屋；

18. 将建办志愿者爱心助教“人才库”（“好孩子”频道）；

19. 将建办青少儿培训师资力量和招聘人才库；

20. 将建办“好孩子”网络“人才库”；

21. 将建办互联网优秀培训单位网络观摩教学教研频道；

22. 将依托青少年才艺培训与健康指导联合会，建办全国性青少年夏令营、冬令

营和少年军（校）、警（校）学训基地、才艺培训基地；

23. 将建办抖音、快手公众号池，常年宣传相关活动和人物报道；

24. 将建办微信公众号，常年宣传相关活动和人物报道，开展服务营销；

25. 将组建全国青少年红色旅游联盟体；

26. 将依托中国广电直购网（http://www.zgxlgdw.com/京 ICP 备 16046741 号）、

全国广电健康生活主题合作联盟，深化合作模式，建成和打通“微商”、“电商”

供销“O2F”“直通车”，形成属于全国 4.12 亿名青少年和幼儿教育及他们家长的、

自已的、生活的等方面的品牌购物平台，让所有参与合作和联盟地单位，长久分享

新型经济市场的利好与长效红利；

27. 以活动推建联盟矩阵，将组建形成“全国青少年和幼儿教育服务产业链和联

盟体”；

28. 可报名参加“讲中国好故事，做中国好少年，庆祝建国七十周年，新中国少

年诗歌朗诵风采大赛”，优秀者可获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发的证书；优秀者

可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作通稿宣传报道）和童星签约；

29. 根据参与的青少年的才艺和节目需求，参赛者有被选拔参与全国网络少儿春

晚或其它广播、电视、网络等节目的资格；

30. 可报名参加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和中广联盟体育（北京）发展有

限公司等主办的《宝贝向前冲！》全国首届（续届）儿童平衡车大赛;

31. 可报名参加总部在泰国的“世界一带一路电视台”播出的才艺、综艺等节目

录制或组织的东南亚多国游学或才艺学习、交流、表演活动；

32. 教育培训机构或有能力的从事相关产业的人员，有免费获得“儿童集装箱游

乐场”项目落地运营的资格；

http://www.zgxlgdw.com/
http://www.miitbeian.gov.cn/publish/query/indexFirst.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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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育培训机构有免费获得今日头条等公众号池的资格。

二、 获得表彰的青少年将得到

1. 奖牌一个（规格为：木托，仿金〈银〉金属面，15×20cm300#）；

2. 奖章一枚（规格为：合金质材，双面，金箔，直径 6.5#，含盒）；

3. 奖杯一个（规格为：水晶质材，希望之星 29.7#，含盒）；

4. 获奖证书一本（规格为：电雕烫金封面，荣耀花边，红绸缎包角；浮雕铜版加厚

皮纹内衬；内页为 A4，烫金字，加厚进口纸，国际标准版。与网站收录荣誉证书组合镶装）；

5. 网站收录荣誉证书一本（规格为：电雕烫金封面，荣耀花边，红绸缎包角；浮雕

铜版加厚皮纹内衬；内页为 A4，烫金字，加厚进口纸，国际标准版。与获奖证书组合镶装）；

6. 《中华大地之光》杂志一本（规格为：彩印，国际标准期刊，约 300 页码，

A4 版面，约刊登获奖者 3-6 幅图片+300 字介绍）；

7. 《新中国·好少年》大型画册一本（规格为：彩印，国际标准书面页码，

约 600 页码，约刊登获奖者 3-6 幅图片+300 字介绍）；

8. 特制活动徽章一枚（规格为：金属彩面，强塑内托版，44#）；

9. 特制活动小黄帽一顶（规格为：空顶，四季，可调节，平檐形，大檐）；

10. 《新中国·好少年》评选活动“小人才”收录证一本（整个活动结束后，

择优选发，非人手一本）；

11. 中广协联广电网等官方网站的网页制作设计、宣传；

三、才艺展示推优评析项目分类

1. 现分为 20 个大类项目、10 个备选项。实际操作中可选项、分项；也可向

主办方报备后，另进行细分或补增：

（1）播音主持 （2）舞蹈健美 （3）乐器声乐 （4）影视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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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口才演说 （6）书法篆刻 （7）美术作画 （8）国学启蒙

（9）玩具制作 （10）写作 （11）歌唱 （12）普通话（朗诵）

（13）外语 （14）棋类 （15）游泳 （16）知识竞猜

（17）球类 （18）体操 （19）武术 （20）模仿秀

备选项：

（1）综合才艺（2）单项舞蹈（3）体育竞赛（4）地方曲艺（5）非遗传承

（6）民间艺术（7）生活技能（8）德才兼备（9）中华美德（10）其它设项

2. 级别或年龄分组：

4周岁至 16 周岁，有一定的才艺或基础的和自愿进一步提高才艺的青少年儿

童均可报名参加。

可分为 10 个级别或年龄段的分组。例：年龄分（1）少儿组 （2）少年组；级

别可分：学前小班组、学前大班组... ；一年级组、二年级组、三年级组...等；

3. 时间节点安排：

2019.6.18 日至署假结束前为第一届：署假开学后至寒假结束前为第二届。

具体进行的时段、节点依据各区域进入实施与执行的时间协商进行，但进京活

动应按照整体计划执行。2020 年的年度（或下届次）合作与选题另作协定。

四、参与活动的培训机构、园所通过此次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

1. 园所、单位、少年儿童参与这次“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新中国·好少

年’青少年才艺展示推优评析活动”，使他们拿获了落款北京主办单位名章的金牌/

银牌/铜牌/鼓励奖，和主办单位统一制作的奖章、奖杯、奖牌、获奖证书、荣誉证书，

等；同时，一个少年儿童参与活动，可以带起约 10 至 20 个家庭、约 40 至 80 人的粉

丝。每个县市区旗少年儿童人数约 50，000 名，广泛的发动和参与，将会新增大量的

新媒体粉丝和营销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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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此项活动的开展，园所、单位还将快速整合区域内多类培训机构资源、

搭建平台、筑固市场、快速归揽生源；增强培训机构的竞争意识，将向更优更好地方

向发展。

中国文化信息协会国际影视文化交流专业委员会（中国文化信息协会：社团代码：

51100000500016041H;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成立的;登记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政部;党建领导机关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为国家一级社团。)

中国广电艺术网 (国家广电系统唯一指定的文化艺术类专业网站 http://www.zggdysw.cn/京 ICP 备 15044684 号-1)

中国国际新媒体影视中心(民政机构登记;主管部门为广电出版社中广协)

中广协联广电网 (http://www.zgxlgdw.com/ 京ICP备16046741号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

联合会原城市广播电台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单位网站)

《中国精神》全国市县电视台大型联播影视栏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国作

登字-2019-L-00763273）

北京际影视协文化交流中心（[社会代码 91110106355272152G]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原城市

广播电台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单位，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县级广播电视台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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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新中国·好少年’

全国青少年才艺展示推优评析活动”组委会

2019 年 6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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