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于征集 2022 年百姓学习之星 
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各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

意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加快构建服

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做好 2022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各

项工作，辽宁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现组织开展 2022 年“百姓学习

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征集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集对象和条件 

（一）“百姓学习之星”征集对象和条件 

1.征集对象和范围 

征集通过各类继续教育（包括教育培训、社区教育、老年教育）

成长、成功的全民终身学习典型人物。凡坚持读书学习、坚持参与

继续教育的从业人员和社会成员均可参加推荐。往年参加过征集并

已被认定推介的原则上不在征集范围内。 

2.征集条件 

（1）事迹感染力强。坚持终身学习理念，长期开展读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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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参加继续教育活动，并把学习、工作、创业、创新有机结合起

来，学以致用成效显著，学习精神和事迹感人。 

（2）群众认可度高。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单位或社区具有较强的

影响力和感召力，能够有效带动周围群众广泛参与读书学习，为办

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做出积极贡

献。受过国家级和省级表彰者优先考虑。 

（3）体现基层性。重点面向生产、经营、管理岗位的从业人

员、技术能手、高素质农民、退役军人和基层群众中的老年人、残

疾人等具有较强影响力、感染力的社会成员。除特殊情况外，一般

不推荐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4）体现引领性。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带动周边群众共同学

习，在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工业现代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相衔接，推进各项事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等

方面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特别是在疫情面前有责任与担当的实干

者。 

（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征集范围和条件 

1.征集范围 

征集各地大力发展各有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

包括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行业企业职工教育培训、农民继续教育、

退伍军人等重点人群的教育培训项目；继续教育服务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相衔接、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

县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学习型城市建设、学习型乡村建设、学

习型组织建设、继续教育优质资源开放共享等优秀工作案例和发展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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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利用各类教育和社会资源，依托一定场所，面向社会，有

计划、持续性为广大群众提供终身学习服务，具有鲜明特色和一定

学习规模，并在本地区或本行业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具有

较强示范作用的百姓终身学习活动和教育培训项目；组织推动本

地、本单位教育培训工作与终身学习的项目；以及在各级各类学历

继续教育、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学习型社会建设、学习型城市建

设、学习型乡村建设、学习型组织建设、智慧助老、能者为师、老

年服务、家庭教育、继续教育优质资源开放共享等方面服务终身学

习的优秀工作案例等项目均可参加推荐。往年参加过征集并已被认

定推介的原则上不在征集范围内。 

2.征集条件 

（1）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

的领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位明确，有持续发展规划。

学习内容健康，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有关要求。 

（2）组织管理规范，计划安排合理，活动组织形式多样，参

与方式便捷，学习资源丰富，学习场所、服务内容相对稳定，经费

有保障。 

（3）拥有一支素质高，热心服务的专家、教师和管理服务队

伍或志愿者队伍。 

（4）组织推动本地或本单位教育培训与终身学习的项目形成

了特色品牌，受益人数多，活动范围广，百姓满意度高，社会影响

大，参与学习的人数一般每年不少于 2000 人次，对促进全民终身

学习做出积极贡献。 

（5）举办主体不限，优秀工作案例、项目启动或创建时间不

少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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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品牌项目应有具体的项目名称、活动内容与形式、具体

措施与保障，取得的成效与影响等，一般不以单位或院校名称上报。 

（7）优先推荐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常态化

工作总体部署和安排，创新发展互联网+继续教育（也包括社区教

育、老年教育）、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创新工作模式并积极组织线

上培训学习的项目。 

二、征集名额分配 

“百姓学习之星”征集数量每市不超 3名（沈阳市大连市不超

5 名）；“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征集数量每市不超 5 个（沈阳市大连

市不超 8 个）。各市推荐时要注意把握覆盖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和

类型。 

三、材料报送方式 

（一）“百姓学习之星”材料 

1.《百姓学习之星推荐表》和《百姓学习之星推荐登记表》各

一式两份（附表 1、2）。 

2.一张 2 寸免冠彩色电子证件照；四张电子版反映学习和参加

活动的照片，每张照片不小于 1M。 

（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材料 

1.《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荐表》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荐登

记表》各一式两份（附表 3、4）。 

2.近年来开展学习活动的工作总结（2000字以内）和四张电子

版反映学习项目的照片，每张照片不小于 1M。 

（三）“事迹特别感人的百姓学习之星”和“特别受百姓喜爱

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材料 

1.各市可推荐 1名“事迹特别感人的百姓学习之星”和 1 个“特



 5 

别受百姓喜爱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请在推荐登记表备注中注

明）。 

2.除填报“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所要求的

各项材料外，还须报送音像视频资料。百姓学习之星的视频资料重

点介绍坚持读书学习的突出事迹，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的视频资料重

点介绍该项目的做法和成果。技术要求：MP4格式，编码：H.264，

分辨率：1280*720P，帧率：25，视频时间 4-5分钟。 

上述材料纸质版邮寄至辽宁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沈阳市皇姑

区黄河北大街 50 号）。电子版发送至邮箱：lnsszzx@126.com。申

报材料请于 2022年 6 月 15日前提交。 

四、遴选和推介 

辽宁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将成立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工作组

和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领导小组，负责从各市征集的“百姓学习之

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中推介 2022 年辽宁省“百姓学习之

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和“事迹特别感人的百姓学习之星”“特

别受百姓喜爱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并向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作推

介。 

五、宣传和展示 

通过辽宁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有关新闻媒体、辽宁

终身学习网、辽宁老年学习平台、辽宁社区教育服务平台等多种方

式和渠道宣传报道辽宁省“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展示终身学习事迹和成果，讲好百姓故事。 

六、联系方式 

材料和视频报送咨询：李  廓：18040051929 

徐嘉宁：13002470502 

mailto:lnsszzx@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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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2 年百姓学习之星推荐表 

2.2022 年百姓学习之星推荐登记表 

3.2022 年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荐表 

4.2022 年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荐登记表 

 

 

 

                                 

 

 

 

 

 

 

 

抄报：辽宁省教育厅、国家开放大学 

辽宁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        2022年 1 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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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百姓学习之星推荐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彩色照片) 

民族  籍贯  党派  

参加工作 

时间 
 

专业技 

术职称 
 

学历  
毕业院校

及专业 
 

所在单位 

及职务 
 

联系方式 电话： 手机： 邮箱： 

 

个人简历 

 

 

 

参加学习 

情况 
 

获得奖励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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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迹和

成效（1000

字以内） 

 

 

 

 

本人所在单位意见 

推荐意见及事迹概括

（200字以内）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教育部门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社区教育部门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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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百姓学习之星推荐登记表 

 

          市教育局（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盖章）   

 
填表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

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专业

职称 

性

别 
民族 

出生 

年月日 
学历 地址 

有无

视频

材料 

联系 

电话 
备注 

1             

2             

3             

4             

5             



 

 10 

附件 3：        

2022 年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荐表 

品牌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联系电话  

承办单位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活动地点  

受益群体 
 

获奖情况 

 

品牌项目基本情

况（包含项目活动

方式、特色、效果

等，10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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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教育部门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社区教育部门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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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 年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荐登记表 

          市教育局（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盖章）    

序号 品牌项目名称 
主办

单位 

起始 

时间 

参与人数

（人次） 

所附材料 

（总结、视频） 
地址 

品牌单位联系

电话和邮箱 
备注 

1         

2         

3         

4         

5         

6         

7         

8         
 
填表联系人：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