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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特色活动推介

——2018 年大白鲸“保卫想象力”小学生阅读与创意展评活动

一、活动背景：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增

长智慧的重要方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发育、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

少儿阅读是全民阅读的基础。为深入贯彻《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

划》精神，促进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培育阅读兴趣、阅读习惯、阅读能力，大

连出版社携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海薪益（北京）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大白鲸海薪益（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大白鲸海薪益

剧团有限公司、北京欣少书林文化中心、北京宏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举

办“保卫想象力——2018 年度‘大白鲸’北京市小学生阅读与创意活动”

大赛，倡导通过阅读保卫儿童想象力。

阅读推广专家进学校、进行公益讲座。有条件的学校，开展“保卫想象

力·百家千校活动”（组织 100 位作家进 1000 所学校讲座）和“保卫想象力·‘三

个一’阳光少年工程”（一场舞台剧、一本图书、一场讲座），“三个一”

生命安全教育活动（一本生命安全教育图书、一场生命教育安全讲座、一场

安全教育阅读实践活动）。达到深入贯彻《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

划》的宗旨，促进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培育阅读兴趣、阅读习惯、阅读能力。

二、组织机构：

主办：北京市教育学会社会大课堂教育研究会

“大白鲸”优秀幻想儿童文学阅读与创作活动组委会

承办：大白鲸海薪益（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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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北京市各区社会大课堂管理办公室

大白鲸“保卫想象力”阅读推广示范校、基地校

千龙网 中国幻想儿童文学网

三、活动主题：

阅读升华人生 想象成就未来

四、活动时间

3 月中旬至 12 月

五、面向学生年龄段

7-12 岁小学生

六、活动范围

全年面向北京市小学生开展“保卫想象力”小学生阅读与创意活动

大赛系列活动。

七、参加办法

向各校下发通知，由各校组织本校学生参加校内初赛，推选出优胜作品

参加北京大白鲸组委会组织的复赛，由组委会推送优秀选手参加全国大赛。

具体安排如下：

学校凡参与“保卫想象力·‘三个一’阳光少年工程”（一场舞台剧、一

本图书、一场讲座）、“三个一”生命安全教育活动（一本生命安全教育图

书、一场生命教育安全讲座、一场安全教育阅读实践活动）活动的，均可免

费赠送大赛用书。

（一）活动要求：

参与者通过阅读活动组委会指定阅读书目（见附件）中任一本图书，选

择下列形式之一进行创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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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图书内容进行文学创作（包括但不限于给书中故事撰写前传或

后传；缩写或改编书中故事；给图书作者或故事主人公写一封信）。

2．根据图书内容进行艺术设计（包括但不限于封面、插画、人物造型、

服装、道具、手抄报或宣传海报等艺术设计）。

3．根据图书内容进行艺术表演（包括但不限于朗诵、讲故事、唱歌、

舞蹈、情景剧、微电影，用视频记录活动过程）。

4. 根据图书内容进行手工制作（包括但不限于人物造型、服装道具、故

事场景、玩偶，用视频记录活动过程）。

5. 根据图书内容编排游戏活动，用视频记录活动过程。

（二）送报方式：

1.个人报名者请登录中国幻想儿童文学网（www.61-wx.com）报名参

与并提交作品。所有作品需标明创作者所在省市、学校、班级、姓名、详细

通讯地址、家庭电话、电子信箱、微信等联系方式，以及指导老师姓名、创

作依据的图书等信息。

2.团体报名者请直接联系组委会。

组委会办公室电话：010 63268836

办公室主任：陈 瑶 13801103395

活动负责人：苏 晨 13910057947

李曦冉 13701356203

倪 娜 13581911266

八、奖励措施：

坚持推荐与专家评审相结合，从活动成果中评选出优秀作品、优秀个人、

优秀组织，具体奖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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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秀作品奖

优秀作品奖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三个奖级，分别按参评作品的

1%、2%和 7%确定。一等奖获得者有权优先参加“保卫想象力——2019‘大

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年度盛典”。

（二）优秀个人奖

1. “‘保卫想象力’阅读小达人”

凡积极参加“大白鲸”北京小学生阅读与创意活动，按要求提交作品的

学生，均可向所在单位提交相关材料，由组织机构按参加活动总人数 10%的

比率评选确定，由组委会办公室审核后颁发“‘保卫想象力’阅读小达人”

证书。

2.“‘保卫想象力’优秀指导教师奖”

凡在活动中组织学生积极参与活动，指导学生创作取得优秀成绩者（学

生作品获一等奖），均可向组委会办公室提交教学经验材料、教学研究论文、

阅读指导课件等证明资料，由组委会办公室聘请专家评审确定。

对“优秀指导教师奖”获得者给予如下奖励:

(1) 颁发“‘保卫想象力’优秀指导教师奖”证书；

(2) 相关经验或教学研究论文择优在《阅读》等杂志发表，阅读指导课

件等材料在中国幻想儿童文学网（www.61-wx.com）发布；

(3)优先参加“保卫想象力——2019‘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年度

盛典”。

3．“‘保卫想象力’好领导奖”

凡在本次活动中积极动员、组织学生参与活动（参与人数不低于 800 人）

的领导（包括书记、校长、图书馆馆长或其他类似身份的领导），可向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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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办公室提交活动组织方案等证明材料，由组委会办公室聘请专家评审确

定。

对“‘保卫想象力’好领导奖”获得者给予如下奖励：

(1) 颁发“‘保卫想象力’好领导奖”证书；

(2) 优先参加“保卫想象力——2019‘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年度

盛典”；

(3) 相关经验或教学研究论文择优在《阅读》等杂志发表，阅读指导课

件等材料在中国幻想儿童文学网（www.61-wx.com）发布。

（三）优秀组织奖

1．“‘保卫想象力’优秀组织（单位）奖”

凡在本次活动中学生参与广泛（参与人数不低于学生总数 80%，或总人

数不低于 800 人）、活动成果显著的合作单位，可向组委会办公室提交活动

组织方案等证明材料，由组委会办公室聘请专家评审确定。

对“优秀组织奖”获得者给予如下奖励：

（1）颁发“‘保卫想象力’优秀组织（单位）奖”证书

（2）授予“‘保卫想象力’阅读推广基地”牌匾；

（3）优先安排儿童文学作家进行公益讲座；

（4）负责人优先参加“保卫想象力——2019‘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

文学年度盛典”。

2．“‘保卫想象力’十佳组织奖”（10 名）

凡在本次活动中领导高度重视、参与人数众多（超过 1000 人）、活动

组织严密（有整套书面活动方案）、活动形式多样（有个人活动，有集体活

动）、活动成果富有特色（有创意，想象力丰富）、取得成绩显著的合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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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向组委会办公室提交活动组织方案等证明材料，由组委会办公室聘请

专家评审确定。

对“十佳组织奖”获得者给予如下奖励：

（1）颁发“‘保卫想象力’十佳组织”证书；

（2）由主办方授予“‘保卫想象力’十佳组织奖”奖牌；

（3）授予“‘保卫想象力’阅读推广示范基地”牌匾；

（4）负责人参加“保卫想象力——2019‘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

年度盛典”；

以上获奖者均可获邀参加大白鲸组织的全国和国际交流等活动。

九、评奖办法

本次竞赛组委会邀请专家、作家、教师等专业人员组成评委会，依据每位

选手为围绕主题，自主创作，自主表达等方面的综合进行评分，满分为 10 分，

各方面的分值分值如下：

1.紧扣主题（2 分）

2.创意创新（3 分）

3.逻辑清晰（2 分）

4.内容丰富（2 分）

5.整体综合（1 分）

十、组委会组成

“大白鲸”优秀幻想儿童文学阅读与创作活动组委会包括以下机构：

大连出版社

大白鲸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

大家出版传媒（大连）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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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

海薪益（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大白鲸海薪益剧团有限公司

北京欣少书林文化中心

北京宏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主办：北京市教育学会社会大课堂教育研究会

承办：大白鲸海薪益（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代章）

“大白鲸”优秀幻想儿童文学阅读与创作活动组委会

20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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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作家讲座、观剧活动、安全实操活动

安全预案

一．总体要求：

1．学生课外活动实行"谁组织谁负责"的安全工作原则。

2．学生的活动组织者应落实好安全管理责任制，并采取有效的安全防

范措施。

3．如组织学生外出活动，途中要注意车辆交通安全，严禁超载带人带

物。

二．课外文体活动

1、要保证每个学生课外活动时间,老师要对内容、形式以及活动场地作

出安排并具体指导.

2、要做好学生思想工作,组织学生认真参加课外活动.

3、开展活动适当控制人员，不要过分拥挤，要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

出得去。

4、大型活动要指定专人负责安全工作，突发事件有专人负责指挥疏散

撤离。

剧场学生活动接待流程细则

1、到剧场后，由专人指引至剧场中相应位置。

2、所有学校人员到齐后，专人负责讲解关于礼堂的使用须知。

3、讲解内容包括：如遇突发情况，逃生出口分别在哪里，卫生间的位

置，影剧院的椅子使用安全说明。

4、如果剧场有二层，会就二层安全问题进行讲解，包括二层卫生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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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安全出口位置、第一排安全等问题进行讲解。

5、讲座、演出正式开始，在讲座、演出过程中随时观测各种问题，以

保证如果遇到突发状况能够积极解决。

6、讲座、演出结束后，有专人安排各学校分别退场，以保证学生安全，

不发生踩踏事故。

生命安全教育活动细则

（一）室内活动

预案：活动前告知活动安全注意事项及出入口位置和逃生通道，提前看

好场地，有组织的排队分组进行出入，出入口会安排老师维持秩序，维护通

道畅通，使学生有序进行。

（二）室外活动

预案：

1、活动期间如遇降大雨、大风及雾霾等恶劣天气，则取消室外活动项

目，有风雨操场，则转入室内，如条件有限，我们将改变活动项目，以保证

学生可以继续正常学习安全知识。

2、活动期间学生突然发生中署、头昏、恶心等身体不适情况，第一时

间报告带队老师，由老师将学生带往医务室并联系该生家长。看学生情况再

决定送往最近的医院就诊，其他学生活动正常进行。

（三）场地交换

预案：每项活动完毕后，教官亲自将学生队伍整好，整齐有序的带领自

己组的学生到下一个项目去学习，如有去洗手间或喝水的同学，要等到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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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到下一个项目后，由教官安排 10 人一组由老师统一带领前往，以免发生

拥挤踩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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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阅读指定书目

小学 1-2 年级：

1.《小海豚喜欢云》（绘本）（作者：保冬妮）

2.《抽屉里的小纸人（注音版）》（作者：王一梅）

3.《孙小圣和猪小能（注音版）》（作者：周锐）

4.《忽忽刚上学（注音版）》（作者：徐玲）

5.《女孩子城里来了大盗贼（注音版）》（作者：彭懿）

6.《阳光女生杜小默（注音版）》（作者：葛欣）

7.《生命教育 1》

8.《生命教育 2》

小学 3-4 年级：

1.《唱歌的金种子》（作者：葛翠琳）

2.《点点虫虫飞》（作者：汤素兰）

3.《白鲸传奇》（作者：周志勇）

4.《最后一匹狼》（作者：杨鹏）

5.《9 号萤火虫》（作者：车培晶）

6.《没有耳朵的兔子》（作者：金波）

7.《我爸我妈的外星儿子》（作者：刘东）

8．《寻找蓝色风》（作者：龙向梅）

9.《少年冒险王》（作者：彭绪洛）

10.《生命教育 3》

11.《生命教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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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5-6 年级：

1.《梦街灯影》（作者：王君心）

2.《拯救天才》（作者：王林柏）

3.《带花纹的梦》（作者：曹文轩）

4.《他没有影子》（作者：张之路）

5.《鲸歌》（作者：刘慈欣）

6.《校园三剑客》（作者：杨鹏）

7.《白斑母豹》（作者：沈石溪）

8.《海军陆战队》（作者：八路）

9.《陶然的神秘旅行》（作者：常新港）

10.《生命教育 5》

11.《生命教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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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参赛选手个人诚信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

本人所写的竞赛活动稿件均系本人独立完成，没有抄袭行为，若在竞赛

稿件检查、评比中，被发现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

本人愿意接受学校按有关规定给予的处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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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参赛选手作品授权书

本人对该稿件享有著作权。本人将该稿件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授予

大连出版社 及大赛组委会 。被许可人及 大连出版社 及大赛

组委会 有权将被授权内容复制、汇编、出版、发行。

授权期限为：自本授权书出具之日起生效。

特此授权。

授权人：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 参与活动的作品无论入选与否，均不退回，请创作者自留底稿和原

文件。

2. 凡参与者均被视为自动同意本启事的各项约定。

3. 本启事的解释权归活动组委会所有。



15

附件 5

参赛学生报名表

姓名

照片学校

年级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联系老师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学籍号

参赛

内容

介绍

学校推荐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