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晋教职成函〔2022〕108 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举办

2022 年山西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山西开放大学、省属中等职业学

校：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助力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

国，服务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根据教育部《关于举办 2022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2〕22 号）

和《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社区教育老年教育重点工

作的通知》（晋教职成函〔2022〕17 号）工作要点，结合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现就办好 2022 年山西省全民终身学

习活动周（以下简称活动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题和时间

（一）主题：学习贯彻二十大，终身学习向未来

（二）举办时间：2022 年山西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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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2022 年 12 月中旬举办，开幕式由晋城市承办（具体事宜

另行通知）。各市应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际及有关规定确

定各自举办今年活动周的形式（可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灵

活安排）。动员所属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参与活动周活动。全省

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要按照要求组织开展活动周活动。

二、丰富活动内容

（一）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

在活动周期间，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的部署要求，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有章法、见力度、重质量、强效

果。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多种新闻媒体及网络传播平台

等重要阵地，以讲座、展板、电子屏、网络平台等线上线下多

种载体，积极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集中宣传活动，邀请有关专

家、组织城乡社区教育干部和志愿者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组织城乡社区管理骨干、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单

位代表、企创人员、农村致富带头人（如种养大户）等结合实

际交流自身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体会；同时，要采取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宣传本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通过活动周助力形成全社会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浓厚氛围。

（二）持续开展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相关公开课等各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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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下学习活动

要深入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充分利用社区教育

和老年教育办学网络及各类终身学习服务平台，整合数字化学

习资源，助力推进教育数字化，通过组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讲

座、培训、观摩、座谈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学习党的二十

大精神”，举办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发展相关活动，集中围绕

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养生保健、心理健康、职业技能、法律

法规、家庭理财、闲暇生活、代际沟通、生命尊严等主题，开

展系列学习活动。

山西开放大学（山西省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要通过山

西终身教育在线平台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社区教育、老

年教育系列公开课，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助力推进教育数字化、

传播终身学习理念。

（三）持续开展“智慧助老”等活动助力老年人学习

将“智慧助老”作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一项重要内容，

积极开展“智慧助老”系列服务活动。要广泛动员各类院校及社

区教育、老年教育、终身教育机构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重要时事政策等方面学习活动，以及智

能手机应用等教育培训活动，帮助老年人了解新时代党和国家

的大政方针，掌握网上学习、微信读书、科学生活、健康养老、

疫情防控、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帮助老年人提

升在智慧出行、智慧医疗、掌上金融、手机购物等领域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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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能，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让老年人真正从智慧

学习中受益，切身体验和享受“智慧生活”。

（四）持续引导并助力全民阅读学习

要持续开展好书推荐、好书诵读、书友会、读书沙龙、智

能学习、书香社区、书香之家、读书之城建设等活动，广泛组

织微信读书、数字化阅读活动，引导青少年养成阅读习惯，培

养阅读兴趣，提升阅读能力。采用线上线下互动等多种方式，

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加读书活动，营造全民参与、全民阅读浓

厚氛围，助力书香中国建设。要积极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育，加大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阅读活动力度，增强阅读

活动实效。

（五）推动各地开展全民终身学习成果总结宣传及展示活

动

要深入总结、宣传和展示十年来全民终身学习发展成就、

典型经验和典型案例，讲好全民终身学习故事，传递终身学习

正能量。主要包括：宣讲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世界职业技术

教育发展大会和国际成人教育大会相关精神；宣讲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展示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

人教育示范县建设、乡村教育振兴和教育振兴乡村成果；展示

全民终身学习、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理论与实践成果（如“社

区教育能者为师”特色课程共享与优质案例、“智慧助老”优质

工作案例、教育培训项目和课程资源展示等）、学习型城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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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设成果、终身教育数字化发展成果、终身学习助力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相关理论与实践成果等。

（六）推动开放各类学习教育资源服务城乡社区居民学习

各市教育行政部门要发挥属地统筹职责，指导所属社区教

育指导服务中心、老年教育工作协调部门等，结合各类学习者

的学习需求，协调组织有条件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开放大

学、成人院校、社区学院（社区学校）、老年大学（老年学校）、

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科普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结合疫情

防控形势，立足自身办学优势与特色，积极开放学习和教育资

源，深度参与活动周活动。积极倡导“职继协同”“院校融入”，

提高继续教育服务供给能力，主动服务全民学习。各市要提高

图书馆、科技馆、文化馆、博物馆和体育场馆面向社区居民的

开放水平。

山西开放大学（山西省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要加强与

各市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的联系沟通，做好社区教育相关业

务指导和咨询服务。

（七）发挥各类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作用扩大学习资源

开放共享

加强省市联动，集中发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中国社区教

育网、中国老年教育网、国家开放大学终身教育平台、国家数

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网站、全民终身

学习公共服务平台等载体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功能作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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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共享机制。鼓励各地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社区教

育和老年教育平台、继续教育平台与国家开放大学终身教育平

台等平台之间加强互联互通；鼓励各平台之间共建共享优质终

身学习资源、实现用户互访。组织各类学校、社会教育机构积

极参与社区（老年）教育资源共享行动，积极推动面向农村地

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欠发达地区开放共享优

质资源。

活动周期间，各级开放大学终身教育平台要开放社区教育、

老年教育等优质课程。

（八）集中组织开展“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

目”做法经验推介宣传

各市要精心组织开展全国和地方“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

习品牌项目”推介宣传活动，深入宣传一批在统筹疫情防控和

终身学习方面创新学习方法、坚持自主学习、带动群众学习的

“学习之星”和社区教育工作者、老年教育工作者、服务全民终

身学习贡献者等事迹突出的励志人物，以点带面，促进终身学

习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引导全社会共同建设“终身学习文化”，

助力学习者增值赋能，助力全社会增强“终身学习文化”软实力。

山西开放大学（山西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与山西省成人

教育协会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主题宣传活

动，集中推介我省“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的典型

经验做法，以及各地推进全民终身学习数字化建设经验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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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等相关优质案例，并集中展示山西省全民

终身学习活动周总开幕式及各地活动周精彩活动。

三、活动组织

本届活动周由山西省教育厅、山西开放大学、山西省成人

教育协会等单位和各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共同举办。山西省 2022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由晋城市教育局承办，山西开放

大学、晋城开放大学等单位协办。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

当地实际制定本市活动周实施方案，推动有条件的县（市、区）

积极稳妥开展相关活动，要切实防止流于表面形式，做到真正

有实效。各市、各单位在活动开展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属地疫情

防控有关规定，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确保安全、高效、节

俭。

四、活动宣传

（一）各市、各单位要积极邀请新闻媒体就活动周开幕式

及相关活动进行宣传报道，并积极发挥新媒体作用、开展好网

络新媒体宣传工作，多措并举，突出宣传各地活动周的重点、

亮点、出彩点活动，确保宣传实效，共同创造全民终身学习良

好的社会环境，共同助力形成全民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各市、

各单位要积极为城乡社区居民提供形式灵活、有内涵、有品质

的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

（二）山西开放大学要在山西终身学习在线平台、微信公

众号、山西省成人教育协会微信公众号开辟专栏集中宣传。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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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宣传、推介以下内容：

1. 展示广大群众坚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典型

事迹，坚持参加教育培训的感人事迹；

2. 宣传展示包括职工教育培训、农民教育、社区教育、

老年教育在内的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方面优秀工作案例和发

展成果；

3. 宣传展示我省推介的“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

牌项目”事迹；

4. 宣传展示各高校、开放大学、职业学校等单位举办活

动周的典型做法和特色案例，引导全省各市各院校为城乡居

民提供更加丰富、更高质量的终身学习服务。

五、其他事项

（一）各市、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落

实落细责任，要紧贴人民群众需求和当地实际，精心制订活动

周计划及实施方案。各市应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将活动周

实施方案报省教育厅职成处，电子版（含 Word 版、PDF 版）

发至指定邮箱。

省教育厅职成处联系人：刘煌

联系电话：13934209149 0351-3193088

电子邮箱：85263519@qq.com

（二）各市、各单位应于 2022 年 12 月 25 日前将活动周

宣传材料、山西省 2022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情况统计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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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和活动周工作总结报送山西开放大学（山西省社区教育

指导服务中心）。

山西开放大学联系人：薛磊

联系电话：18303511212

电子邮箱：165556761@qq.com。

山西省成人教育协会联系人：傅志奇

电话：0351-2724471 13834576118

邮箱：sxscjxh@163.com。

附件：山西省 2022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情况统计表

山西省教育厅

2022 年 11月 2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成人教育协会

mailto:sxscjxh@163.com


附件

山西省 2022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公章）： 2022 年 月 日

活动主题 终身学习
开放学习

资源

强化社区
教育和老
年教育资
源共享

全民阅读

“百姓学习之
星”“终身学
习品牌项目”
推荐宣传展示

“智慧
助老”

乡村振兴
学习型城
市（乡村、
社区）建设

其他

活动内容

除填写教育培

训内容，还可

填报推介优质

课程名称

活动名称

活动形式

参与（或受
益）人数
（人次）

志愿者人
数（人次）

新闻链接

负责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联系方式：

注：1.“活动形式”是指：讲座、培训、观摩、座谈、体验等线上线下互动的多种活动方式。

2.为尽可能详细填写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此表可加列、加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