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组织开展第七届书香江淮“品读经典 对话信仰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互联网阅读系列活动的

通知 

 
安徽省各高校图书馆： 

党建文化是在党的建设中培育形成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行为

规范等的总和，是党的建设的灵魂与活力之源。一种思想文化的诞

生，不是空想出来的，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党建文化，是党的

建设的灵魂与活力之源，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强、

文化繁荣的信仰源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指导理论。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国家强，文化的繁荣兴盛直接关系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

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

改革和发展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中展现了强大的能量。 

在建党 100周年即将来临的背景下，我们将启动第七届“书香江

淮”互联网阅读系列活动，请广大师生们踊跃参与，让我们从历史的

长河中汲取开拓未来的力量和智慧，共同阅读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大国篇章。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1年 2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 



二、活动主题 

品读经典 对话信仰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活动对象 

安徽省各高校全体师生 

四、活动形式 

1. 在线读书征文活动； 

2.“辉煌中国”摄影作品征集活动； 

3.“青年心向党”朗诵活动。 

五、参与办法 

此次阅读系列活动将在“书香江淮”（sxahtgw.chineseall.cn）

互联网阅读平台上进行，参加活动投稿请联系本校图书馆咨询登陆

帐号信息，或自行注册用户（注册时选择所在学校且信息要求真实

全面）。登陆活动官网上传作品，投稿请务必注明有效联系方式，

以便获奖联系，未留联系方式者视为自动放弃评选资格。 

（一）活动内容 

由省图工委在“书香江淮”（sxahtgw.chineseall.cn）互联网

阅读平台上精选 21种宣扬社会主义信仰教育意义的经典读物作为

本次活动的推荐书目。 

省内各高校根据活动主题指导学生开展线上阅读活动，高校学

生可通过阅读推荐的经典著作以及与本次主题相关的其他正版数字

图书，了解活动详情，开展读书交流。 

省内各高校师生可登陆安徽省高校图工委图书馆网站

(http://210.45.210.2/TgwSite/Default.aspx)链接到或直接登陆

“书香江淮”（sxahtgw.chineseall.cn）平台，也可通过各高校图



书馆登陆由活动组织方为各高校开通的大学生登陆平台（网址见附

件一）。 

（二）活动要求 

1.“品读经典 对话信仰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互联网读

书征文活动：根据推荐书目中感触最深、最喜爱、最能表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篇章、段落、语句，写下读后感。字数不超过 1500

字。  

2.“辉煌中国”摄影活动：通过捕捉阅读瞬间，记录与阅读主

题相关的反映建党 100年来辉煌成就的实景（如重要革命遗迹、重

大工程项目、重要活动场景等），并配有不少于 100字的图片说明，

图片格式为 JPG或 PNG，图片大小不超过 10MB，分别率不低于 72DPI。

不得进行 PS等影响作品真实性的修饰和操作，提交摄影作品文件名

称格式要求：学校名称+摄影作品名称+联系方式，不符合要求的摄

影提交作品视为放弃评选资格，作品提交至邮箱：shihs@col.com 

3.“青年心向党”朗诵活动：根据本主题自行录制音频文件，

朗诵音频由图书馆进行初选，每个学校图书馆为单位提交不低于 3

份作品，每份作品文件名称格式要求：学校名称+朗诵作品名称+联

系方式，并由学校图书馆进行表格汇总，每个学校提交 5份作品，

不符合要求的作品视为放弃评选资格，作品提交截止后由评审专家

评选出20篇优秀作品进行现场朗诵比赛，作品提交至邮箱：

shihs@col.com 

评选要求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发现抄袭、剽窃行为的，取消参赛

资格。涉及侵权责任的，由其本人承担。 

主办单位拥有作品的推荐权、发布权和出版权，作者拥有著作

署名权。 

六、奖项设置 



此次活动的评审委员会由省图工委专家组成。 

征文作品于 2021年 6月 30日截止投稿，由评审委员会评出征

文一等奖 10名，二等奖 20名，三等奖 40名， 

摄影作品于 2021年 6月 30日截止投稿，由评审委员会评出最

美阅读摄影奖 10名。 

朗诵作品于 2021年 6月 30日截止投稿，由评审委员会现场打

分评选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4名。 

根据参与活动作品数量及学校获奖人数评出最佳组织单位 8名； 

2021年 7月份由省图工委组织颁奖仪式，对本次活动获奖作品

给予表彰奖励，授予荣誉证书和奖品。 

七、联系方式 

北京中文在线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QQ群：181338890 

邮箱：shihs@col.com 

 

附件一：全省各高校书香江淮互联网开放式数字图书馆网址 

 

 

安徽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2021 年 1 月 28 日 

 



 

附件一：全省高校书香江淮互联网开放式数字图书馆网址 

序号 安徽省高校名称 书香江淮数字图书馆网址 

1 安徽大学 sxahdx.chineseall.cn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xzkdx.chineseall.cn 

3 安徽医科大学 anyd.chineseall.cn 

4 安徽中医药大学 sxazydx.chineseall.cn 

5 安徽农业大学 annongda.chineseall.cn 

6 合肥工业大学 hgd.chineseall.cn 

7 安徽师范大学 ahsfdx.chineseall.cn 

8 安徽工业大学 ahgydx.chineseall.cn 

9 安徽理工大学 ahlgdx.chineseall.cn 

10 安徽财经大学 ahcjdx.chineseall.cn 

11 淮北师范大学 hbsfdx.chineseall.cn 

12 安徽工程大学 ahgcdx.chineseall.cn 

13 蚌埠医学院 bbyxy.chineseall.cn 

14 皖南医学院 wnyxy.chineseall.cn 

15 阜阳师范学院 fysfxy.chineseall.cn 

16 安庆师范大学 aqsfxy.chineseall.cn 

17 安徽建筑大学 ahjzdx.chineseall.cn 

18 安徽科技学院 ahkjxy.chineseall.cn 

19 合肥师范学院 hfsfxy.chineseall.cn 

20 皖西学院 wxxy.chineseall.cn 

21 淮南师范学院 hnsfxy.chineseall.cn 



22 合肥学院 hfxy.chineseall.cn 

23 巢湖学院 chxy.chineseall.cn 

24 黄山学院 hsxy.chineseall.cn 

25 铜陵学院 tlxy.chineseall.cn 

26 滁州学院 czxy.chineseall.cn 

27 宿州学院 szxy.chineseall.cn 

28 蚌埠学院 bbxy.chineseall.cn 

29 池州学院 chzxy.chineseall.cn 

30 安徽新华学院 ahxhxy.chineseall.cn 

31 安徽三联学院 ahslxy.chineseall.cn 

32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ahwdxxgcxy.chineseall.cn 

33 安徽外国语学院 ahwgyxy.chineseall.cn 

34 亳州学院 bzxy.chineseall.cn 

35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ahyxgdzkxx.chineseall.cn 

36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ahzyygdzkxx.chineseall.cn 

37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massfgdzkxx.chineseall.cn 

38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aqyygdzkxx.chineseall.cn 

39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tcsfgdzkxx.chineseall.cn 

40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hfyesfgdzkxx.chineseall.cn 

41 淮南联合大学 hnlhdx.chineseall.cn 

42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whzyjsxy.chineseall.cn 

43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maszyjsxy.chineseall.cn 

44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hnzyjsxy.chineseall.cn 

45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fyzyjsxy.chineseall.cn 



46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lazyjsxy.chineseall.cn 

47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wxwszyxy.chineseall.cn 

48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hbzyjsxy.chineseall.cn 

49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szzyjsxy.chineseall.cn 

50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tlzyjsxy.chineseall.cn 

51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czzyjsxy.chineseall.cn 

52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czcszyxy.chineseall.cn 

53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chzzyjsxy.chineseall.cn 

54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xczyjsxy.chineseall.cn 

55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bzzyjsxy.chineseall.cn 

56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aqzyjsxy.chineseall.cn 

57 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 ahhmxyszyxy.chineseall.cn 

58 黄山职业技术学院 hszyjsxy.chineseall.cn 

59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ahzyjsxy.chineseall.cn 

60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ahslsdzyjsxy.chineseall.cn 

61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ahgyjjzyjsxy.chineseall.cn 

62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ahjgzyxy.chineseall.cn 

63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hftyzyjsxy.chineseall.cn 

64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ahjtzyjsxy.chineseall.cn 

65 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ahtyydzyjsxy.chineseall.cn 

66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ahgbyszyjsxy.chineseall.cn 

67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ahsmzyjsxy.chineseall.cn 

68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ahgmzyjsxy.chineseall.cn 

69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ahdzxxzyjsxy.chineseall.cn 



70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ahyszyxy.chineseall.cn 

71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ahgfkjzyxy.chineseall.cn 

72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ahcsglzyxy.chineseall.cn 

73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ahzakjzyxy.chineseall.cn 

74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ahgszyxy.chineseall.cn 

75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ahjdzyjsxy.chineseall.cn 

76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ahcmzyxy.chineseall.cn 

77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ahgjswzyxy.chineseall.cn 

78 安徽公安职业学院 ahgazyxy.chineseall.cn 

79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ahlyzyjsxy.chineseall.cn 

80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ahsjzyxy.chineseall.cn 

81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ahxwcbzyjsxy.chineseall.cn 

82 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ahdqgczyjsxy.chineseall.cn 

83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ahyjkjzyxy.chineseall.cn 

84 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ahydzyjsxy.chineseall.cn 

85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ahgyzyjsxy.chineseall.cn 

86 徽商职业学院 hszyxy.chineseall.cn 

87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ahqczyjsxy.chineseall.cn 

88 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wbkjzyxy.chineseall.cn 

89 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hfjjjsxy.chineseall.cn 

90 合肥滨湖职业技术学院 hfbhzyjsxy.chineseall.cn 

91 阜阳科技职业学院 fykjzyxy.chineseall.cn 

92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hfcjzyxy.chineseall.cn 

93 安徽涉外经济职业学院 ahswjjzyxy.chineseall.cn 



94 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 ahlhswzyxy.chineseall.cn 

95 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bbjjjszyxy.chineseall.cn 

96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hfgdzyjsxy.chineseall.cn 

97 安徽旅游职业学院 ahlyzyxy.chineseall.cn 

98 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ahxdxxgczyxy.chineseall.cn 

99 合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hfxxjszyxy.chineseall.cn 

100 安徽矿业职业技术学院 ahkyzyjsxy.chineseall.cn 

101 安徽长江职业学院 ahcjzyxy.chineseall.cn 

10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ahyzzyjsxy.chineseall.cn 

103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hfzyjsxy.chineseall.cn 

104 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 ahlsgczyxy.chineseall.cn 

105 安徽人口职业学院 ahrkzyxy.chineseall.cn 

106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hfkjzyxy.chineseall.cn 

107 安徽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ahjjglgbxy.chineseall.cn 

注：学校信息如有误请电话联系施红森 15601767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