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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莫青 达
娃央宗）6月 20日，省教育厅、西海都市
报社联合举办的“听党话 感党恩 跟党
走 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征文大赛
启动，全省大中小学生均可参赛，征文
时间为6月20日至7月15日。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教育厅、
西海都市报社特别策划此次面向全省
大中小学生的作文大赛，进一步引导广
大师生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次征文的主题是“听党话 感党
恩 跟党走 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
征文对象为全省大中小学生。

征文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小学生可以生活
中的实例、身边的感动或是读后感、观

后感等形式，抒发真情实感；中学生则
以广大共青团员青年勇做新时代弄潮
儿的激情抒写青春故事；大学生作文要
体现学以致用，通过用心研究、深刻领
悟，凝炼学习感悟。

征文内容围绕主题，自命题写下学
习生活实践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
想、所感等。文稿体裁不限，小学生征文
来稿字数控制在600字左右，中学生征文
来稿字数控制在800字左右，大学生征文
来稿字数控制在1000字左右。来稿不得
抄袭，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评奖资格并通
报所在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征文来稿名称中需注明“听党话
感党恩 跟党走 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
人”（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大
学组）征文字样。文稿内须注明作者真
实姓名、学校名称、班级、通信地址、联
系方式（本人或家长手机号码），指导教
师真实姓名、学校名称。未按要求投稿

的文稿视为废稿。
本次大赛的投稿渠道多样，参赛学

生可优先选择线上投稿渠道，可自主投
稿，也可由学校或教育部门初审后，统
一投稿。

投稿渠道：
投稿方式一：纸质文稿邮寄至青海

省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 5 号西海都市
报社《教育周刊》栏目。

投稿方式二：电子文稿发送至：
359060476@qq.com。

投稿方式三：微信关注“西海都市
报”官方公众号，在公众号“征文大赛”
栏目中直接投稿。

投稿方式四：下载“西海都市报”客
户端，在“征文大赛”专栏投稿，可及时查
看投稿情况、作品展示以及评审结果。

上述投稿渠道任选一种即可。
征文如何评选？征文文稿由主办方

组织相关专家评审，并按照小学组、初中

组、高中组和高校组四个组别，分别评选
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和优
秀指导教师若干名，由主办单位颁发获
奖证书。对来稿质量优、效率高的组织
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

省教育厅、西海都市报社将适时举
办征文大赛线上表彰仪式，通过西海都
市报社各直播平台，连线各市州部分优
秀作品作者、优秀指导教师以及优秀组
织单位。届时，直播将在全网播出。

西海都市报社将开设“听党话 感党
恩 跟党走 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征
文大赛专栏，刊
发大赛实时动
态。获奖部分
文稿将在《西海
都市报·作文园
地》和“西海都
市报”客户端展
示。

“听党话 感党恩 跟党走 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

省教育厅联合西海都市报社启动征文大赛
征文时间：6月20日至7月15日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莫青）
“请问，今年西海都市报社还做不做高
校招生宣传活动？”高考结束后，这样的
咨询接连不断，不仅有全省考生和家
长，还有全国在青招生的高校。社会有
关切，我们就有回应。6 月 24 日起，本
报全天候直播高校招生咨询，考生和家
长可以轻松实现与心仪高校的线上咨
询。

今年，本报联合青海师范大学附属
实验中学举办 2022 年第七届线上高校
招生咨询活动，邀请高校在青招生组老

师做客本报直播间，线上指导考生填报
志愿、了解高校招生政策以及专业介
绍。

本届高校招生咨询活动以“线上+
线下”联动的方式与考生和家长见面。

“感谢主办方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为高校和考生着想，以这样的方式服务
考生，心系考生，作为家长，我表示深深
的感谢。”6月 22日，西海融媒体平台收
到暖心留言。“主动担当，服务高校，为
你们点赞，感谢你们的平台。”高校的回
应动力满满。

20 所、25 所、30 所、50 所……本来
计划安排 20 所高校规模的直播，因全
国高校参与数量不断增加，安排表一再
更改。

这一切都是为了青海莘莘学子和
含辛茹苦的家长。青海师范大学附属
实验中学作为本届活动的主办方之一，
倾尽所能与全国高校取得联系。“能借
助西海都市报社省级媒体的平台，拉近
高校和考生之间的距离，让考生在填报
志愿时游刃有余，这正是学校的任务和
责任。以后，我们还将继续与西海都市

报社合作，让服务学生的触角延伸至全
省各地。”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相关负责人说。

多年来，《西海都市报》高考系列报
道以权威、迅捷、服务为优势，赢得了广
大读者的一致好评，高考特别报道已在
全省乃至西北地区成为品牌。作为主
流媒体，西海都市报社已成功举办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四届高校
招生咨询会，2020 年、2021 年成功举办
第五届、第六届线上高校招生咨询会。

2022年，我们再起航！

本报联合师大附中启动线上高校招生咨询活动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莫青）
2022 年 高 考 已 经 结 束 ，如 何 精 准 填
报高考志愿，是家长和考生面临的
第 二 次 大 考 。 想 考 生 和 家 长 之 所
想 ，急 考 生 和 家 长 之 所 急 ，6 月 25
日、26 日 19 时，本报特别策划高考志
愿填报公益讲座，邀请专业老师线
上教你填志愿。

本次公益讲座特别邀请到中学
教师徐吉红。多年来，徐老师深入
研究我省高招政策，帮助百余名考
生科学填报志愿。讲座当日，徐老
师将从高考志愿如何填报，哪些数
据可以作为参考，选学校还是选专
业，怎么才能填写出好的志愿等方
面，详细讲解高考志愿填报中的那
些事，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线上公益讲座将在 6 月 25 日、26
日 19 时开讲，考生和家长关注本报
多个直播平台即可，错过直播的考
生和家长也可下载“西海都市报”客
户端观看直播回放。

此次公益讲座还得到了“泰达·
润园小区”项目的大力支持。即日
起，转发直播活动海报或者直播时
分享至朋友圈，集赞数量达到 28 个，
或下载“西海都市报”客户端，即可
免费获得高考志愿填报“锦囊”——

《高考报考指南系列丛书·文理科合
集》一本（价值 108 元），主办方按转
发时间和集赞数量确定赠送人员。

报考“锦囊”书籍好在哪里？去
年，本报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独
家合作引进《高考报考指南系列丛

书》，共发售 1000 余册，考生和家长
好评不断。书中的“锦囊”是经过专
业人员对数据的整理和收集，为考
生在众多高校中筛选出与成绩和位
次匹配的高校，方便考生填报志愿、
选择合适的高校。今年，在“泰达·
润园小区”项目的支持下，购得 200
册《高考报考指南系列丛书·文理科
合集》免费赠予考生，帮助考生选择
合适的高校。

高考学子们，来关注直播，我们
会倾尽所能帮你填报志愿。

活动咨询电话：0971-8298666；
0971-8457123

报考指南领取地址：青海省西宁
市城北区经二路 3 号泰达润园售楼
部

本报所有助考、高招活动均为公
益性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活动
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本周末，专业老师教你填志愿

相关新闻

（请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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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

西海都市报社·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联合举办2022年第七届线上高校招生咨询会时间安排

日期

6月24日

6月25日

6月26日

时间

9:00-9:30

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2:00-12:3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9:00-9:30

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30-12: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9:00-9:30

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高校

山东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空军工程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空军军医大学

湖南大学

武汉大学

中山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东北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南开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中南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河海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天津大学

东南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浙江大学

来宁/远程

远程

远程

远程

远程

远程

来宁

远程

来宁

来宁

来宁

来宁

来宁

来宁

远程

来宁

来宁

来宁

来宁

来宁

来宁

来宁

来宁

来宁

来宁

来宁

远程

来宁

来宁

来宁

远程

来宁
来宁

“西海都市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