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四川省第二届

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校园舞台剧

展评活动工作方案

为认真做好全省第二届大中小学校园舞台剧展评活动，特制

定本工作方案。

一、活动宗旨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央和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把爱国

主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各族青少年学生心灵深处，教

育引导各族师生在校园舞台剧展评作品创作、排练、表演中广泛

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

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

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志

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建

设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为引领的各族师生共有

精神家园，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

三、作品主题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促进“中华民族一家

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为目标，挖掘、编撰、演绎国家发展历程

中共有共享的时代符号，如：丝绸之路、星星之火、红军长征、

十八军进藏、川藏公路建设、“三线”建设、两弹一星、改革开

放、港澳回归、乡村振兴、中国航天、藏彝羌文化走廊、茶马古

道等；突出国家发展阶段涌现出的闪亮名字，如：于敏、申纪兰、

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钟南山、

张桂梅、黄文秀等，以及每一个为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

而负重前行的“平凡”奋斗者。反映中华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以

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和共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现深厚中华历史文化，讴歌伟大时代。

作品不得含有违反法律法规政策、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

视、宣扬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破坏民族团结、侵害民族

风俗习惯、损害民族感情和尊严的内容。坚持宗教与教育相分离

的原则，不得出现宣扬宗教教规、教义的内容。

四、形式要求

展评作品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小品剧、情景剧、歌舞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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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并结合曲艺、器乐、合唱、舞蹈等丰富主题内容，通过音

乐、服装、道具、多媒体等辅助手段交互融合，展现剧目内容，

升华剧目主题。每个作品人数上限为 16 人、时长不超过 12 分钟。

五、作品上传要求

作品要求高清 1920*1080 单机位全景拍摄，可以清晰看到舞

台调度。视频格式采用 MP4 格式，图像、声音清晰，不抖动、无

噪音，录制环境整洁，时长 12 分钟内，文件大小不超过 1.5G。

所有作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呈现，可适当使用少数民族语言

及方言，占比不超过全片 10%，并全程配以翻译字幕。视频开头

要求以文字方式展示作品名称、参赛者姓名、指导教师、组别等

内容，视频制作使用字体为楷体（避免获奖作品多平台展播时产

生字体版权纠纷）。视频中不得使用未经肖像权人同意的肖像，

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图片和视频。参演作品音视频涉及的一切版

权纠纷，由作品提供方自行承担。视频作品人物对话必须同期收

音，不得后期配音。作品主演人员均为在校学生，老师不可作为

主要角色出镜。作品相关信息一经报送不予更改，根据作品分工，

每件作品限报 5 名指导教师。往年获奖视频作品不再参加本次

活动。

六、活动对象及组别

本次活动对象包括全省各市（州）大中小学在校学生。设置

小学组、中学组（含初中、高中、中职及特殊教育学校）、大学



组三个组别。

七、奖项设置

（一）根据省级决赛评选结果颁发荣誉证书。小学组、中学

组、大学组每个组别分设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 15 名、三等奖

20 名；入围省级决赛前 50%但未获得一、二、三等奖的作品颁发

优秀奖。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将授予优秀指导老师奖；小学组、中

学组、大学组每个组别分设最佳剧本奖 5 名、最佳表演奖 5 名、

最佳舞美奖 5 名。

（二）颁发市（州）优秀组织奖 10 名，校级优秀组织奖 20

名。基本条件为：①全省参与作品累计数量排名前 10 的市（州）

教育主管部门和民族宗教工作部门；②官方指定评选平台投票数

量排名前 10 的学校（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1 日至 2023 年 4

月 17 日），投票期间参赛作品有刷票等数据异常情况的，经核实

后，直接取消参赛资格；③参赛学校将舞台剧的创编过程、训练

彩排、节目选段、选手心得等精彩视频花絮上传至抖音平台进行

集赞展示，且视频点赞数量累计排名前 10 的学校（抖音集赞截

止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8 日）。

如实际报送作品数量与名额分配数量相差较大，将酌情根据

实际作品数量情况调整相关组别奖项数量。5 月中下旬，省民族

宗教委微信公众号“四川民族宗教”、教育厅政务微信公众号“四

川教育发布”、川教观察 SCTV 将公布获奖名单。



（三）颁发证书。本次活动奖状均为电子证书，加盖主办单

位公章，获奖单位及代表可登录活动指定官方平台进行下载，自

行打印。

八、名额分配

组 别

报送单位
小学组 中学组 大学组

市（州）教育

主管部门
不少于 10 件 不少于 10 件

学校 不多于5件

九、活动流程

（一）报名。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 月，各市（州）教

育主管部门组织县（市、区）学校报名，各高校直接报名。学校

负责老师登录活动指定官方报名平台“天府赛事”微信小程序，

进入活动专区，点击“活动报名”，选择所属市（州）通道，填

写参赛信息，获得系统自动生成的校级报送表（自制表格无效），

即视为完成报名。

（二）校级初选。2023 年 3 月上旬，各市（州）教育主管

部门和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全面推进市（州）初选活动，各市（州）

中小学校和各高校组织报名后，自行组织师生进行舞台剧作品创

作，并开展校级内部选拔。

2023 年 3 月上旬，各市（州）中小学校将晋级视频 U 盘（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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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文件须重命名为：作品编号）、纸质版剧本及校级选送名单均

加盖学校公章，统一封装，邮寄报送至本市（州）教育主管部门。

截至报送日期以本市（州）教育主管部门通知为准。

2023 年 3 月中旬，各高校将晋级视频 U 盘（视频文件须重

命名为：作品编号），纸质版剧本及校级选送名单加盖学校公章

后，统一封装，邮寄报送至省组委会执行办公室（地址：成都市

青羊区北大街 19 号正成财富领地，林老师 15882416221 收）。

截至报送日期为 2023 年 3 月 15 日。

（三）市（州）评选。2023 年 3 月上旬。各市（州）教育

主管部门全面推进市（州）初选活动，统一组织本地区评选，入

选作品经本市（州）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政审并出具书面意见后，

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前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将本地区各组别

晋级作品的视频 U 盘（视频文件须重命名为：作品编号），作品

纸质版剧本，加盖市（州） 教育主管部门公章的校级报送名单

纸质版（各学校邮寄至市州）及市（州）评选晋级作品汇总表纸

质版加盖公章，统一封装打包邮寄报送至省组委会行政办公室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黄荆路 13

号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魏老师收）。

（四）省级决赛。2023 年 4 月（遇特殊情况顺延）。省级决

赛总成绩由专家评委打分成绩及网络投票成绩构成，其中专家评

委打分成绩占总成绩的 95%，网络投票成绩占省级决赛总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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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终核算总成绩，得出各组别奖项名单。

由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委对市（州）晋级作品和高校报送作品

进行评选，确定省级决赛各组别前 50%晋级作品。晋级作品将在

“天府赛事”平台进行公开展示及网络投票。

（五）网络投票。经过评委专家评选，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

至 4 月 17 日在“天府赛事”微信小程序对省级决赛前 50%晋级

作品开启为期一周的网络投票通道，每人每天仅限投 1 票。

（六）抖音集赞。参赛学校报名后即获得抖音集赞活动参与

资格。舞台剧排演过程中，参赛学校使用校级报送名单上填写的

抖音账号将舞台剧创编过程、训练彩排、作品选段、选手心得等

精彩视频花絮上传至抖音平台进行集赞展示，并@活动官方抖音

账号 SCTV8 电视活动中心，即可作为有效点赞数量统计备案。抖

音集赞活动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18 日。

（七）颁奖典礼及展播。2023 年 5 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组委会遴选优秀校园舞台剧作品参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四川省第二届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校园舞台剧展评暨颁奖典礼，并推荐优秀作品在四川省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平台、四川广播电视台科教频道、熊猫 IPTV 进行公益

展播。

十、平台操作步骤

（一）活动报名



登录“天府赛事”微信小程序并进入活动专区➡点击“报名”

按钮➡选择所属市（州）➡填写作品报送信息➡提交信息➡系统

自动生成作品报送表➡完成报名➡自行打印。

（报名时获得的作品编号为本次大赛作品唯一识别编号，学

校如有多个作品选送，需在报名平台多次填写信息，以保证每个

作品均有独立、唯一的作品编号。）

微信扫描上方二维码，即可进入“天府赛事”活动平台。

（二）校级评选作品报送

登录“天府赛事”微信小程序➡点击“我的”按钮➡点击“我

的赛事”➡选择报名作品➡长按作品报送表进行下载➡将作品报

送表打印为单页 A4 纸质版➡加盖学校公章➡重命名作品视频文

件为：作品编号）➡将加盖学校公章的纸质版校级报送名单、纸

质版剧本、及参赛作品 U 盘（内含参赛作品视频）统一封装，邮

寄报送。

参演人员信息为奖状颁发时的唯一依据，请务必认真填写并

检查系统生成的作品报送表信息；如有错误，请重新报名，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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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修改或制作表格；如平台填报信息与报送表格不一致，作品

将视为无效作品。

（三）投票通道开启

经过评委专家评选，确认省级决赛的前 50%参赛作品，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 0:00 至 4 月 17 日 24:00 在“天府赛事”微信

小程序开启网络投票通道，每人每天仅限投 1 票。

（四）抖音集赞

参赛学校报名后即获得抖音集赞活动参与资格。舞台剧排演

过程中，参赛学校请使用校级报送名单上填写的抖音账号将舞台

剧创编过程、训练彩排、作品选段、选手心得等精彩视频花絮上

传至抖音平台进行集赞展示，并@活动官方抖音账号：SCTV8 电

视活动中心，即可作为有效点赞数量统计备案。抖音集赞活动截

止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18 日。

十一、信息支持平台

川报观察、四川教育发布、四川教育网、四川广播电视台科

教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川教观察 SCTV、四川省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平台、四川广播电视台科教频道（四川教育电视台）官网、

天府赛事、川教之声、各市（州）媒体宣传平台等。

十二、工作保障

（一）落实工作职责。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民族宗教工作

部门要明确专人专责，做好本地区小学组、中学组报名组织工作，



各高校做好本校报名组织工作。积极指导学校有序、创新、高质

量推进校园剧展评活动，切实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要周密组织、广泛发动，为参与学校提供有力保障，组织协

调各级各类媒体参与活动宣传报道，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确保活

动安全有序、扎实推进，保障活动实施的必要经费，同时积极引

导和鼓励各方力量参与到活动中来，献智献力，共同推动各项任

务落到实处。

（二）严格作品审查。学校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集聚智慧力量，找准自身优势，打造特色亮点，并对作

品内容进行严格审核，确保作品紧扣主题，内容积极健康，体现

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文化特质，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主题，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彰显文化自信。各市（州）民族

宗教工作部门、各高校统战部门要对作品中涉及民族和宗教的内

容进行政策和法律法规审查，出具审查意见。

（三）明确作品权属。活动组委会享有对参赛作品展示、出

版、汇编、发行及网络传播等权利，作者享有署名权。

（四）组织专家评选。本次活动根据各组别实际情况，将聘

请并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开展各组别作品的评选工作。

（五）坚持公益性原则。各相关单位和组织机构不得以任何

名义向参赛人员收取费用。活动组委会未授权任何机构开展培

训、辅导等工作。任何机构或社会组织不得以本活动名义开展相



关牟利性活动。

（六）落实疫情防控。活动开展过程中，各地各校要严格执

行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附件：1-1.“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四川

省第二届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校

园舞台剧展评活动市（州）评选晋级作品汇总表

1-2.“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四川

省第二届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校

园舞台剧展评活动校级报送名单（样表）



附件 1-1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四川省第二届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校园舞台剧展评活动

市（州）评选晋级作品汇总表

市（州）教育主管部门

（加盖公章）
市（州）联系地址

负责处（室） 联系人及电话

收集作品数量 晋级作品数量

填表说明：

1.所有内容均为必填项。

2.以公章为准填写单位名称，请勿填写公章以外的团体名称。

3. 2023 年 3 月 15 日前，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将本地区各组别晋级作品的视频U盘（视频文件须重命名为：作品编号），

作品纸质版剧本，加盖市（州） 教育主管部门公章的校级报送名单纸质版（各学校邮寄至市州）及市（州）评选晋级作品

汇总表纸质版加盖公章（本表），统一封装打包邮寄报送至省组委会行政办公室（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

经济开发区黄荆路 13 号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魏老师收）。



附件 1-2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四川省第二届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校园舞台剧

展评活动校级报送名单 （样表）

*此表不填，请学校在报名平台时填写相关信息，系统将自动生成此表，下载打印报送即可。

学校名称

（此处加盖公章）

作品负责人

及电话
学校联系地址

单个作品编号

（每个参赛作品均须要

独立、唯一的作品编号）

组别

指导教师

（上限 5 人）
作品名称

抖音账号

参演人员

（上限 16 人）
角色 联系电话

演员 1

演员 2

...

市州教育主管部门评选

（仅晋级作品须加盖公章）

市州教育行政门 此处加盖公章

报送说明：

1.登录“天府赛事”微信小程序，填写相关信息完成报名后，系统将自动生成本表。首页点击右下角“我的”，进入个人中心

“我的赛事”即可查看及下载作品报送表，打印为单页 A4 纸质版。

2.各市（州）中小学将晋级的纸质版校级报送名单（本表）加盖学校公章，与纸质版剧本，参赛作品 U盘（视频文件须重命名为：

作品编号）统一封装，邮寄报送至本市（州）教育主管部门。截至报送日期以本市（州）教育主管部门通知为准。

3.各高校将纸质版校级报送名单（本表）加盖学校公章，与纸质版剧本，参赛作品 U盘（视频文件须重命名为：作品编号）统一

封装，邮寄报送至省组委会执行办公室（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北大街 19 号正成财富领地，林老师 15882416221 收）。截至报送

日期为 2023 年 3 月 15 日。

4.以公章为准填写学校名称，请勿填写公章以外的团体名称，并在指定位置加盖学校公章。

5.作品视频文件必须命名为：作品编号（例：CZ000001）。

6.通过市（州）评选的晋级作品，由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统一报送至省组委会行政办公室。

7.未成年人联系方式可填写监护人联系电话。

注：

1.学生及指导教师信息一经报送，组委会将不予更改。

2.如信息填写错误，请登录“天府赛事”微信小程序重新报名，不可自行修改或制作表格；如平台填报信息与报送表格不一致，

作品将视为无效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