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联合举办

第八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的通知

各地工会、妇女组织，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在奋斗中收获更多自信和勇气”,

让阅读成为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由红旗出版社、中国

妇女报社联合举办的第八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在

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启动。

第八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秉承“推动女性阅读，建设书香家庭”活

动宗旨，以“阅读强素质•奋斗建新功”为主题，视促进全民阅读为己任，致

力于搭建优秀阅读平台，引领女性爱上阅读，养成阅读习惯，提升文化素养，

凝聚文化力量，在奋斗中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主办单位：红旗出版社、中国妇女报社

支持单位：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女职工

委员会、中国金融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韬奋基金会

阅读组织联合会、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妇幼服务人才教育培训专业委员会



欢迎全国各地工会、妇女组织，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组织本单位、

本部门、本系统的广大女性朋友，积极参加第八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

有关活动具体事宜详见附件。

附件一：第八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方案

附件二：“书香三八”读书活动组委会各省区专职联系人员名单

红旗出版社 中国妇女报社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附件一

第八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方案

一、活动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

二、活动主题

阅读强素质•奋斗建新功

三、活动意义

第八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秉承“推动女性阅读，建设书香家庭”的

宗旨，引领女性爱上阅读，培养阅读习惯，在阅读中获得幸福感，激励女性

立足岗位，以最美的奋斗姿态砥砺前行、建立新功！

四、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红旗出版社、中国妇女报社

支持单位：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女职工

委员会、中国金融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韬奋基金会

阅读组织联合会、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妇幼服务人才教育培训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北京华夏新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求是网、《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工人日报》、中

工网、《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新闻出版网、《中国改革报》、书香 38 官

网等

五、活动组委会



主 任：褚定华 红旗出版社社长

副主任：毛传兵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

王 华 红旗出版社专题活动部主任

邱 岚 中国妇女报社社长助理

秘书长：金 玮 红旗出版社专题活动部副主任

副秘书长：李正勇 王 梅

六、活动安排

（一）活动计划

1. 2019 年 12 月 1 日，举行全国第七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颁奖典

礼暨第八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启动仪式。

2．全国各地工会、妇女组织，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下发组织开展第

八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的通知，推动活动全面开展。

3．各单位围绕“阅读强素质•奋斗建新功”活动主题，结合本单位实际，

组织开展读书征文、一封家书、书画阅读、摄影阅读、表演阅读等作品征集

工作，举办朗诵比赛、阅读分享、专家讲座、名家面对面、行走阅读、书香

文艺汇演等素质提升活动，并进行成果展示和表彰。

4．2020 年 5 月 15 日“国际家庭日”前后，举办全国第三届“书香三

八•嘉年华”活动，开展优秀作品展示、舞台展演、行走阅读等系列书香盛典

活动。

5．开展“书香三八”大讲堂活动（查看 2020 年讲座主题请点击此处）。

路径：www.shuxiang38.com → 滚动通知条 →2020年“书香三八”大讲堂讲座主题。

6．组委会配合各地做好读书活动的评审工作。

http://shuxiang38.com/web/art/art_news_details.php?id=14505


7．征集第九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主题和活动用书策划方案。

8．新增行走阅读目的地，征集行走阅读线路设计方案，组织开展不同主

题、不同特色、不同区域的行走阅读活动。

9．“书香三八”家庭云书坊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正式上线，为会员提供

图书借售服务，促进活动服务创新升级。

（二）作品选送、评审和总结表彰

1．作品投稿截止日期：2020 年 7 月 31 日。

2. 申报组织奖截止日期：2020 年 8 月 30 日。

3．作品评审时间：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4．作品终评专家评审会：2020 年 9 月在北京举行。

5．总结表彰时间：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

6．2020 年 12 月 1 日举行全国第八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颁奖典礼

暨第九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启动仪式。

（三）奖项设置

1. 组织奖：特别组织奖若干、优秀组织奖 100 个。

2. 征文奖：一等奖 30篇、二等奖 50篇、三等奖 80篇、优秀奖 1000 篇。

3. 家书奖：一等奖 10篇、二等奖 20篇、三等奖 50篇、优秀奖 300 篇。

4. 书画阅读奖：一等奖 10 幅、二等奖 20 幅、三等奖 50 幅、优秀奖若

干幅。

5. 摄影阅读奖：一等奖 10 件、二等奖 20 件、三等奖 50 件、优秀奖若

干件。

6．表演阅读奖：一等奖 10 部、二等奖 20 部、三等奖 50 部、优秀奖若



干部。

七、投稿须知及参评作品要求

■投稿须知

1. 所有作品，可在“书香三八”读书活动官方网站，或书香三八微信公

众号上进行在线投稿。

路径：www.shuxiang38.com → 通知公告 → 第八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在线投稿教程。

链接：http://shuxiang38.com/web/art/art_news_details.php?id=14506

2. 作品必须切合“阅读强素质•奋斗建新功”的活动主题，须本人最新

原创，作者限女性。

3. 征文、家书、表演阅读、书画阅读、摄影阅读，每人只限投其中一类

作品。

4. 组委会拥有入选作品的宣传、展览和出版权，书画参评作品不予退回。

■参评作品要求

（一）征文作品要求

1．品读活动用书，结合活动主题创作，题目自拟，体裁不限。

2．标题新颖，主题鲜明，构思巧妙，结构完整，写法独特，内容饱满，

情节感人，文字优美。作品内容，可以写精读活动用书后的体会和感悟、自

己或他人的感人奋斗故事、以阅读为题材的美文等。作品内容涉及宗教、迷

信或非主流文化，不予参评。

3．作品须反复打磨、认真校对，达到文通句顺、标点符号使用准确规范。

4．字数控制在 1000～2500 字。少于 1000 字、多于 2500 字的作品，

不予参评。

（二）家书作品要求

http://shuxiang38.com/web/art/art_news_details.php?id=14506


1．写给父母、长辈、恋人、丈夫、孩子及其他亲人，也可以写给未来的

自己。

2．构思巧妙，写法独特，结构完整，文美情深。

3．结合书信内容自拟新颖标题，书信格式正确规范。非书信格式、无标

题的作品，不予参评。

4．字数控制在 1000～2000 字。少于 1000 字、多于 2000 字的作品，

不予参评。

（三）表演阅读作品要求

1.内容凸显“阅读强素质•奋斗建新功”的活动主题，主要表演者为女性。

2．作品形式多样，包括主题演讲、配乐朗诵、情景剧、舞蹈或小品

等。作品时长控制在 10分钟以内。

3．投稿视频文件格式为 MP4 文件，文件大小控制在 200M 以内，大于 200M

系统将不接受上传，文件命名为作品标题（例：阅读中的幸福.MP4）。如需

视频压缩软件，请在官方网站第八届在线投稿教程页面进行下载。

路径：www.shuxiang38.com → 通知公告 → 第八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在线投稿教程

链接：http://shuxiang38.com/web/art/art_news_details.php?id=14506

（四）书画阅读作品要求

1．创作紧扣活动用书内容，突出“阅读强素质•奋斗建新功”的主题。

脱离主题的古诗词书法作品、临摹的绘画作品，不予参评。

2．作品须采用书画专用纸，横幅或纵幅不小于 68cm。硬笔书法作品横

幅或纵幅不小于 34cm。

3．作品风格不限，同一作者只能选投书法或绘画一类作品。

4．投稿作品可为 JPG、JPEG 格式文件, 文件大小控制在 2～6M 之间，大

http://shuxiang38.com/web/art/art_news_details.php?id=14506


于 6M系统将不接受上传，文件命名作品标题（例：阅读中的幸福.jpg）。

5．入围复评的作品需向活动组委会提供作品原件，作品无需装裱。

（五）摄影阅读作品要求

1．用摄影的艺术形式，有创意地体现“阅读强素质•奋斗建新功”的主

题。用纪实的手法记录女性工作和生活的精彩瞬间，用独特的视角展示祖国

山河的美秀壮丽。

2．拍摄设备、表现风格和形式不限。所有作品需附简要文字说明；纪实

类作品可以做整体色彩变动和剪裁，不得局部增减内容和改变色彩。每位作

者限投 2 幅作品，不收组照。

3．作品须本人原创，且不侵犯他人的肖像权、著作权、隐私权和名誉权

等，因稿件或投稿行为所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由投稿者自行承担。

4．投稿作品可为 JPG、JPEG 格式文件, 文件大小控制在 2～6M 之间，大

于 6M系统将不接受上传，文件命名为作品标题（例：幸福的阳光.jpg）。

八、第八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用书

■《爱上阅读——阅读力就是幸福力》 徐升国 主编

■《铿锵玫瑰——奋斗的女性最美》 卞毓方 主编

■《最美书香——第七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优秀作品集》（全三册）

■《书香画意——第七届“书香三八”读书活动书画阅读获奖作品集》

（精美画册）

九、往届活动用书

《轻轻走向完美》 毕淑敏 著

《人生三曲》（全三册） 侯爵良 著

《孔母：颜征在》 林 锋、叶长强 著



《奔跑吧，姐妹》 何青志 主编

《人生最美是初心》 宁新路 主编

《阅读与家风》 王红旗 主编

《阅读与家教》 王红旗 主编

《和美家庭》 徐 凡、周永琴 主编

《闻书香 识女人》 徐 坤 著

《一路花开》 文雪梅 著

《满庭芬芳》 杨子忱 主编



欢迎关注“书香三八”微信公众号

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正勇 010-88622114 15910890382 QQ：1761003184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路 49号 8 号楼

“书香三八”活动读者互动 QQ 群号： 302839710

网 址：www.shuxiang38.com 邮 箱：shuxiang38@126.com

“书香三八”读书活动组委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爱上阅读——阅读力就是幸福力》  徐升国 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