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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

豫教工委办〔2022〕18号

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举办“巨浪青年·思想引领”思政辩论赛

活动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充

分展示我省教育系统昂扬向上、奋发进取、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

营造迎接、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的浓厚氛围，根据河南省教育

系统“青春献礼二十大 强国有我新征程”迎接学习宣传党的二十

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安排，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决定开展“巨

浪青年·思想引领”思政辩论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河南省教育厅、河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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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报业集团、大河网络传媒集团

承办单位：河南手机报、河南教育新闻中心、河南省教育融

媒体运营中心、郑州大学

二、参与对象

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三、活动时间及比赛安排

活动共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赛（5月 31日前)

初赛由各高校自行组织，自拟辩题（辩题注重指导性、政治

性、思想性、传播性），推选出 1个辩论队。活动组委会组织专

家评审，从各高校推选出的队伍中筛选出 32个辩论队进入复赛。

第二、三阶段：复赛、决赛

复赛和决赛由主办和承办单位统一组织，具体安排根据疫情

防控要求另行通知。

四、宣传预热

河南省教育厅新媒体平台、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河南手机报

新媒体平台对优秀辩论团队进行多角度报道。河南省教育厅官方

微博、短视频平台将开设“巨浪青年·思想引领”思政辩论赛话

题进行宣传。河南手机报负责赛程直播，并在赛程中根据各校推

荐队伍信息制作辩论赛宣发先导片、海报、活动推文，根据比赛视

频资料制作金句小视频全网推广，在互联网平台形成宣发小高潮。

五、活动要求

1.各高校要高度重视，认真部署，广泛动员，加强指导，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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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有兴趣的学生积极参加，对有辩论赛相关基础的师生要给予大

力支持，组织好校内选拔和辩论队报名工作。

2.各高校要强化对辩论队比赛的指导工作，确保自拟辩题、全

赛程辩词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思想观点正确，内容健康向上。

3．请各高校于 5月 31日前将以下材料电子版及盖章扫描版

发送至邮箱 hnsjb@126.com：《“巨浪青年·思想引领”思政辩

论赛队伍登记表》《“巨浪青年·思想引领”思政辩论赛队员推

荐表》、初赛终选视频、校内宣传自制视频、队员生活照（每位

队员各 1张）、团体照（2-3张）。

4．各高校在组织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确保活

动安全顺利。

未尽事宜，请与省教育厅思政处联系。

省教育厅思政处联系人：郑燕辉，联系电话：0371-69691982

河南手机报联系人：闫文瑞，联系电话：13525513709

附件：1.辩论赛流程规则

2.“巨浪青年·思想引领”思政辩论赛队伍登记表

3.“巨浪青年·思想引领”思政辩论赛队员推荐表

4.视频拍摄要求

5.辩题参考

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2年 5月 12日

mailto:请各高校于5月31日前将以下材料电子版及盖章扫描版发送至邮箱hnsjb@126.com
mailto:请各高校于5月31日前将以下材料电子版及盖章扫描版发送至邮箱hnsj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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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辩论赛流程规则

一、辩手设置

参赛双方各四位辩手，分别为一辩、二辩、三辩、四辩。

二、环节设置

辩论环节设置

环节 环节解释 参与辩手 时间

环节一（立论质询）

正方立论 正方一辩对本方观点进行阐述 正方一辩 3分钟 30秒

反方质询

反方二辩质询正方一辩，共计时二分

钟。回答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质询方

可以打断，但回答方拥有 5秒保护时

间，保护时间内质询方不得打断

正方一辩

反方二辩
2分钟

反方立论 反方一辩对本方观点进行阐述 反方一辩 3分钟 30秒

正方质询

正方二辩质询反方一辩，共计时二分

钟。回答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质询方

可以打断，但回答方拥有 5秒保护时

间，保护时间内质询方不得打断

正方二辩

反方一辩
2分钟

质询小结 反方二辩就质询内容进行小结 反方二辩 1分 30秒

质询小结 正方二辩就质询内容进行小结 正方二辩 1分 30秒

环节二（对辩）

双方对辩

正方四辩与反方四辩进行对辩，时间各

一分三十秒，双方以交替形式轮流发

言，辩手无权中止对方未完成之言论。

双方计时将分开进行，一方发言时间完

毕后另一方可继续发言，直到剩余时间

用为止，由正方开始

正方四辩

反方四辩
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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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三（盘问）

正方盘问

正方三辩盘问，时间一分三十秒，三辩

可以质询对方除三辩外任意辩手，答辩

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答辩方不计入总

时间，质询方有权在 5s保护时间结束

后打断答辩方发言

正方三辩

反方一辩

反方二辩

反方四辩

1分 30秒

反方盘问

反方三辩盘问，时间一分三十秒，三辩

可以质询对方除三辩外任意辩手，答辩

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答辩方不计入总

时间，质询方有权在 5s保护时间结束

后打断答辩方发言

反方三辩

正方一辩

正方二辩

正方四辩

1分 30秒

正方小结 正方三辩质询小结，时间一分三十秒 正方三辩 1分 30秒

反方小结 反方三辩质询小结，时间一分三十秒 反方三辩 1分 30秒

环节四（自由辩论）

自由辩论

由正方开始发言。发言辩手落座为发言

结束即为另一方发言开始的记时标志，

另一方辩手必须紧接着发言；若有间

隙，累积时照常进行。同一方辩手的发

言次序不限。如果一方时间已经用完，

另一方可以继续发言，也可向主席示意

放弃发言

所有辩手 各 4分钟

环节五（总结陈词）

反方陈词 总结陈词 反方四辩 3分 30秒

正方陈词 总结陈词 正方四辩 3分 30秒

总时长 38分钟

三、环节详解

立论：立论方须在 3分 30秒之内对本方对辩题的理解、观点、

以及理由作出系统性的阐述，并进行适当论证，要求观点鲜明，

论证合理，表达清晰。

质询：驳论环节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观点和逻辑进行系统性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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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辩：正方四辩与反方四辩进行对辩，时间各一分三十秒，

共计 3分钟，双方以交替形式轮流发言，辩手无权中止对方未完

成之言论。双方计时将分开进行，一方发言时间完毕后另一方可

继续发言，直到剩余时间用为止，由正方开始。

盘问：盘问是一方针对另一方的立论进行的有针对性的提问，

提问要求简短而有针对性，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答辩方不

计入总时间，质询方有权在 5s保护时间结束后打断答辩方发言。

自由辩论：正方先发言，双方交替发言。

总结陈词：双方四辩对全场辩论进行一个系统性梳理和总结。

四、比赛要求

（一）提交材料

在比赛前，各队应向评委提交必要的文字材料，材料内容包

括本队对辩题立场的分析理解，逻辑框架设计，主要论点、论据，

对对方立论的分析等有关辩论的战略、战术。

（二）倡导良好的辩风

注重辩词意识形态问题，辩论内容方向要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起到普及知识、启迪智

慧和展示风度的效果，不提倡纯粹以节省时间为目的的辩论，切

忌人身攻击。

（三）提示

一场辩论赛，应该分为以下三个准备阶段

第一、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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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立论

第三、自由辩准备

破题，是指找出辩题中的“破”点，也就是题目中关键的词

汇。这个破点一般是几个，例如在“环保靠自律还是法规”这个

题目中，破点并不在“自律”或者“法规”上，而在环保上。

立论，立论是作出一个主线，也就是主要逻辑，这个逻辑应

当是严密的，从一个基本公理推出的，如果逻辑是从有争议的观

点推出的，那根本没什么用途。

自由辩准备，这个过程应当多准备一些说法，针对自己主线

中关键部位可能出现的争议进行回击。

五、比赛须知

1．计分人员分别在各队的对面，用黄牌或红牌进行时间的提

示。并设有“计时器”进行提示。在比赛的各阶段中，举黄牌表

示用时的提醒，举红牌示意辩手用时完成，辩手必须停止发言并

立即坐下，否则酌情扣分。

2．在辩论过程中，选手可以参照事先准备好的资料（如卡片

等），但是不得照读资料时间连续 10秒钟。否则将酌情扣除团体

分和个人分。

3．每场比赛各组队员须统一服装，具体由各队自行决定。

4．各参赛队务必在比赛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赛场，以便于组

织者对赛事的统一安排，以便各场比赛准备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六、辩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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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支队伍由 4位辩手组成。要求辩手口齿清晰，思维敏捷，

赛前做好充分准备。各支队伍均由一辩、二辩、三辩、四辩四人

组成。

七、评分标准

1．观点鲜明，论证充分，引证恰当，分析透彻、严密。

2．表达流畅，发音准确，用词得当，层次清楚，逻辑严密。

3．反应灵敏，回击有力，配合默契，表情丰富，仪态端庄，

风度优雅。

辩论赛评分表

团队评分表（100分）

评分要点 正方 反方

开篇立论

（10分）

1.开篇立论逻辑清晰，言简意赅，论

点明晰，分析透彻

2.论据内容丰富，引用资料充分恰

当、准确

3.分析的角度和层次具有说服力和

逻辑性

4.语言表达流畅、有文采

攻辩(20分)

1.表达清晰、论证合理而有力

2.回答问题精准、处理问题有技巧

(攻、守、避合理)

3.推理过程合乎逻辑，事实引用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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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辩小结

(10分)

1.全面归纳对方的矛盾差错，并作系

统的反驳和攻击

2.辩护有理有据及有力，说服力强

自由辩论

(25分)

1.攻防转换有序，把握论辩主动权

2.针对对方的论点、论据进行有力反

驳

3.语言表达清晰流畅,事实引用得当

总结陈词

(20分)

1全面总结本方的立场、论证，系统

反驳对方的进攻，为本方辩护:

2.语言表达具有说服力和逻辑性

团队配合及

临场反应

(15分)

辩论队整体形象:辩风、整体配合、

语言运用、临场反应(语言、风度、

举止、表情);有团队精神，相互支持:

论辩衔接流畅:反应敏捷，应对能力

强:问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团队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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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巨浪青年·思想引领”思政辩论赛队伍登记表
队伍名称 学校

成员 姓名 性别 专业 联系电话

一辨

二辩

三辩

四辩

领队老师 联系电话

辩论队伍介绍

（辩论队成员简介、获奖情况、个人特长等）

推荐辩题

（推荐三个辩题，以最新时政、焦点新闻中提取辩题，注意辩题意识形

态问题。）

宣传对接人 电话

学校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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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巨浪青年·思想引领”思政辩论赛队员推荐表
姓名 性别

照片民族 政治面貌

籍贯 年龄

年级 专业班级

所属院系

（部门）联系人

联系人

手机号码

所在学校、院系

曾获主要荣誉称号和奖励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授予单位 备注

主要事迹（500 字左右）

所属院系

（部门）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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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视频拍摄要求

一、视频规格

1.视频信号源应满足以下要求：

（1）稳定性：全片图像同步性能稳定，无失步现象，图像无

抖动跳跃，色彩无突变，编辑点处图像稳定；

（2）色调：白平衡正确，无明显偏色，多机拍摄镜头衔接处

无明显色差；

（3）画幅：采用 16:9横屏，1080p；

（4）时长：完整赛程录制 30-40分钟/精简剪辑版本 3分钟

（具体要求见视频提交方式要求）

2.音频信号源应满足以下要求：

（1）声音和画面要求同步，无交流声或其他杂音等缺陷；

（2）伴音清晰、饱满、圆润，无失真、噪声杂音干扰、音量

忽大忽小现象。人物同期声与现场声无明显比例失调，人物同期

声与背景音乐无明显比例失调。

3.视频压缩格式及技术参数：

（1）视频压缩采用 H.264/AVC编码、使用 MP4格式；

（2）视频码流率：动态码流的最低码率不得低于 1024Kb；

（3）视频画幅宽高比：视频画幅宽高比为 16:9，1920×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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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视频帧率为 25帧/秒；

（5）扫描方式采用逐行扫描；

4.音频压缩格式及技术参数满足以下要求：

（1）音频压缩采用 AAC(MPEG4 Part3)格式；

（2）采样率 48KHz；

（3）音频码流率 128Kbps (恒定)；

（4）必须是双声道。

二、视频提交方式

1.最终呈现两个版本：

（1）正常呈现完整版视频,30-40分钟。画面干净，正常配

音，不加包装、配乐，可供二次编辑使用。

（2）内含精简金句，视频经剪辑可供直接宣传使用，时长 3

分钟。

2.请于 5月 31日前通过网盘链接发送给闫文瑞（13525513709

同微信，邮箱 hnsj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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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辩题参考

辩题请注意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思想观点正确，内容

健康向上，以下辩题供参考：

1.自律公约能否杜绝高校学生干部“抖官威”现象？（注：高

校学生组织自律公约六条约定：恪守学生本分、牢记本会宗旨、永

葆理想主义情怀、扎扎实实做事、营造平等氛围，摒弃庸俗习气。）

2.大学生“内卷”现象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

3.你支持给大学生合理“增负”吗？（注：教育部印发《关

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

要求严把毕业出口关，扭转“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现象）

4.短视频平台是否正在腐蚀年轻人的思想？

5.是否赞成学校要求迟到学生朋友圈集赞以免除惩罚？

6.当代年轻人面对焦虑时，应该放自己一马/逼自己一把？

7.“躺平”是当代年轻人的解药/毒药？

8.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融入流行元素，还是应该注重

保持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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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2年 5月 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