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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语办〔2019〕6号

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组委会
关于开展浙江省第七届大学生中华经典

诵读竞赛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系列讲

话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在全省高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阅读中华经典

诗文，提高大学生的语言文学素养和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同时为

了配合浙江省语委办做好组织参加 2019年全国中华经典诵写讲

系列大赛的工作，经研究，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组委会决

定举办浙江省第七届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及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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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对象为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和专科院校（含高职院校）

在校大学生（含留学生、研究生）。

竞赛分本科组和专科组、集体组和留学生组4个类别。

本科组和专科组为个人类比赛。本科组参赛对象为本科高校

（含独立学院）全日制在读本专科学生；专科组参赛对象为专科

院校全日制在读本专科学生。已在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中

获一、二等奖的选手不列入选送范围，2019届毕业生不列入选送

范围。

集体组参赛对象为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读

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每组参赛人数不超过8人。

留学生组参赛对象为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读留学

生，每组参赛人数不超过8人。

二、竞赛时间及形式

（一）本科组和专科组的竞赛分初赛与决赛两个阶段。

1.初赛：采用网络评审方式。竞赛内容为中华经典朗读与讲

解、备稿演讲两部分。2019年4月至5月，由各参赛学校按照规定

的竞赛内容和要求组织实施本校的选拔活动。5月31日前选拔出8

名选手，按要求将他们的参赛视频、报名表等相关材料上传至浙

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网络平台。

竞赛组委会将在6月初组织评审专家对选手视频进行评审，

按照得分高低取排名前30%的选手参加省赛决赛，并确定部分获

得三等奖的选手名单。每校入选决赛人数不超过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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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决赛：采用现场评审方式。竞赛内容为中华经典朗诵、即

兴演讲、回答问题”三部分。2019年10月20日在绍兴文理学院举

行，各校需指派1名教师带队参赛。

（二）集体组和留学生组直接进行决赛。

各高校按照《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实施细则》（一

下简称《实施细则》，见附件2）的相关要求，每校推荐集体组1

个、留学生组可最多推荐2个作品，没有留学生的学校不需要推

荐。所有作品均须录制成MP4视频格式（详见《实施细则》第三

条）并刻录成光盘（一式2份），每张光盘标签注明“**高校**

组+作品名称”，同时填写《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集

体组、留学生组）作品汇总表》（见附件4），以上材料本、专科

和集体组于5月31日前寄送至绍兴市环城西路508号绍兴文理学

院教师教育学院“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办公室”，联

系人：唐雅，联系电话：0575-88342379，13857591085。留学生

组于5月31日前寄送至杭州市留和路318号浙江科技学院人文与

国际教育学院“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办公室（留学生

组）”，联系人：廖燕，联系电话：0571-85070639，15381136797

（注：原浙语办〔2019〕5号文件要求寄送至浙江省大学生中华

经典诵读竞赛办公室，现以此文件要求为准）。竞赛具体流程与

要求见《实施细则》。

三、奖项设置

每组各设一、二、三等奖，原则上按照参赛人数（组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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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获奖比例：一等奖10%；二等奖20%；三等奖30%，另视情况

设特等奖若干。竞赛另设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1名选手不

超过2名指导教师）。

四、竞赛组织

本次竞赛由省语委、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主办，绍兴文

理学院、浙江科技学院承办。竞赛设竞赛组委会和竞赛专家委员

会（见附件1）。

五、竞赛经费

本科组和专科组各校按参加初赛人数，以每人500元的标准

交纳竞赛参赛费用，该费用由参赛队伍所在学校承担，各校不得

以任何理由向参赛学生收费。集体组和留学生组不收取参赛费用。

参赛费在上传初赛作品的同时（2019年5月31日前）由学校采用

银行电汇或转账到竞赛指定账号（请务必在电汇或转账单上注明

×××学校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报名费），账号信息如下：

户名（必须写全称）：绍兴文理学院

银行：绍兴银行营业部

账号：0900000103106600010

税号：12330600471322006J

决赛参赛学生、带队老师的差旅费和住宿费由各参赛学校承

担。

六、工作要求

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挖掘、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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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要求的一项重要举措，各高校

要高度重视，结合校园文化创建活动，广泛发动学生积极参与，

扩大选手的专业覆盖面，精心组织好校级选拔，将其作为高校文

化建设和大学生汉语能力培养的重要载体，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

成长成才。

附件：1.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组委会名单和专家

委员会名单

2.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实施细则

3.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初赛材料要求

4.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集体组、留学生

组）作品汇总表

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组委会

2019年4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 6 -

附件1

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组委会名单

主 任：丁天乐 （省教育厅副厅长)

副主任：罗建红 （浙江大学副校长）

王建华 （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会长）

柳国庆 （绍兴文理学院副院长）

朱鸿飞 （省语委办主任、省教育厅语管处处长）

王国银 （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

吕明再 （省教育厅宣教处副处长）

委 员：陆国栋 （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胡 伟 （浙江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李伟健 （浙江师范大学副校长）

乐传永 （宁波大学副校长）

姚 争 （浙江传媒学院副院长）

薛 伟 （温州大学副校长）

谢志堃 （绍兴文理学院教务处副处长）

张雁平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

童建民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主任）

郑园全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基础教学部副主任）

陆勤丰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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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
专家委员会名单

顾 问：颜洽茂（浙江大学）

王建华 （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

主 任：孙力平（浙江工业大学）

副主任：朱鸿飞（省语委办）

傅惠钧（浙江师范大学）

屠国平（绍兴文理学院）

秘书长：谢志堃（绍兴文理学院）

叶 晗（浙江科技学院）

何 欣（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副秘书长：陈 红（绍兴文理学院）

陈丽君（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李 贞（浙江传媒学院）

委 员：王小潮（浙江大学）

彭远方（浙江工业大学）

张葵阳（宁波大学）

黄岳杰（杭州师范大学）

骆锤炼（温州大学）

程永艳（浙江科技学院）

金妮娅（台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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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法全（丽水学院）

郑红梅（衢州学院）

钱 华（湖州师范学院）

姚 红（浙江财经大学）

陈青松（浙江师范大学）

陈 岩（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那 刚（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吴新化（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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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
实施细则

一、组织机构

竞赛由省语委指导，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主办，绍兴文

理学院为秘书处单位和承办单位。竞赛设竞赛组委会和竞赛专家

委员会。竞赛组委会负责审定竞赛的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竞

赛巡视及有关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成员为浙江省有关高校主管大

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的领导、专家等。竞赛专家委员会为本次

竞赛的具体执行机构，负责制定竞赛方案和实施细则，设计竞赛

题库和评审标准，实施竞赛监督，审定竞赛奖次，处理竞赛异议，

决定其他有关重要问题等。成员为有关高校汉语言文学及相关专

业专家和语言文字工作负责人、相关行业企业代表等。

为确保评审工作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各参赛项目的评审由竞

赛评审专家组负责。评审专家在“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

赛专家库”中抽取，专家库由各有关高等学校推荐和省语委聘请

的汉语言文学及相关专业专家组成。

竞赛办公室设在绍兴文理学院，地址：绍兴市环城西路508

号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

组委会办公室，邮箱：44576161@qq.com。邮编：312000，联系

人：唐雅，电话：0575-8834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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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赛分组

竞赛分四个组进行：本科组、专科组、集体组、留学生组。

三、竞赛内容与方式

（一）本科组和专科组

分初赛与复赛两个阶段。初赛以中华经典朗读与讲解、备稿

演讲两部分组成，决赛由中华经典朗诵、即兴演讲、回答问题三

部分组成。

1.初赛。

初赛内容为中华经典朗读与讲解、备稿演讲两个部分。

中华经典朗读与讲解篇目的范围为《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

诵读竞赛（初赛）朗读题库（2019）》中的作品。要求选手选取

古代与现当代的作品各1篇，先朗读再讲解，朗读与讲解的作品

必须一致。每篇作品朗读与讲解的时间限定在6分钟以内。

备稿演讲题目的范围为《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

（初赛）备稿演讲题库（2019）》中的话题。要求选手选取其中

一个话题，自拟题目，进行备稿演讲。备稿演讲时间控制在3分

钟左右（2分30秒—3分30秒）。

初赛采用网络评审方式。所有材料均由参赛学校在规定时间

内上传至浙江省学科竞赛网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平台，再由

平台自动分配给评审专家。专家评审后评审结果由计算机自动生

成。

2.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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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内容为中华经典朗诵、即兴演讲、回答问题三个部分。

中华经典朗诵篇目的范围为《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

赛（决赛）朗诵题库（2019）》中的作品。

即兴演讲的主题根据《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决

赛）即兴演讲题库（2019）》的相关材料确定。

回答问题部分由评审专家根据《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

竞赛（决赛）回答问题题库》随机抽取题目，选手当场作答。

方法：选手在抽签室随机抽取朗诵题库中的中华经典诗文2

篇（古代、现当代各1篇）、即兴演讲材料2份（选择其中1份），

准备30分钟后，先到“朗诵竞赛室1”进行古代经典诗文朗诵，

再到“朗诵竞赛室2”进行现代经典诗文朗诵，再到“即兴演讲

竞赛室”进行即兴演讲，再到“回答问题竞赛室”进行回答问题。

诗文朗诵要求脱稿，并具有一定的艺术表演性。“即兴演讲”

的主题必须选自抽到的演讲材料，题目自拟。每篇作品朗诵时间

限定在3分钟以内；即兴演讲时间控制在2—3分钟；回答问题总

时间控制在2—3分钟。

决赛采用现场评审的方式进行，由评审专家组进行即时评审。

竞赛过程实行现场直播。选手参赛时不能透露姓名、单位等信息，

否则取消成绩；评审专家也不得以任何形式询问与了解选手身份

信息。

竞赛结束后，经仲裁专家组审核，24小时内将评审结果通过

浙江省学科竞赛网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平台和浙江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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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http://yw.zjedu.gov.cn/公示，公示期满正式发文通知获奖学生、

单位。

（二）集体组和留学生组。

1.内容要求

能够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中华经典诗文，包括古代、近现代有社会影响力的优秀文学作

品以及各地富有人文特色的名人名作，体裁不限。外国作品、网

络作品、现代佚名作品以及自创作品不作为选用范围。

2.作品格式

作品必须是 MP4视频格式。要求图像、声音清晰，不抖动、

无噪音，长度 3—6分钟，清晰度不低于 720P，大小不超过 300MB。

视频开头加片头，内容为：作品名称、参赛者单位和姓名。

3.作品形式

留学生组不区分个人诵读作品和集体诵读作品；集体组必须

为集体诵读作品。每个集体诵读作品参与人数不超过8人。鼓励

通过音乐、服装、道具等形式灵活、丰富多样的辅助手段展现诵

读内容。

四、本科组与专科组的竞赛时间及项目安排表

初赛时间 竞赛项目 备 注

2019年 5月

中华经典

朗读与讲解

2019年 5月 31日前，各校通

过网络上传参赛选手信息、参赛选

手视频，向竞赛组委会办公室交纳

参赛费。
2019年 6月 30日前，竞赛组

委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确定参加

决赛名单和部分三等奖名单。

备稿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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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时间 竞赛项目 备 注

2019年 10月 20日

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00—17：00

中华经典朗诵 1

题目在竞赛前 30分钟抽取。中华经典朗诵 2

即兴演讲

回答问题 即时。

五、本科组与专科组的决赛流程

等待室 抽签室 准备室 竞赛室

等待室：上午 07：20—11：20
任一单元比赛的全体选手（通讯设备禁用）。

下午 12：20—16：20
任一单元比赛的全体选手（通讯设备禁用）。

抽签室：赛前 30分钟抽取竞赛题目（古代、现当代各 1篇；即

兴演讲材料 2选 1。回答问题题在竞赛室抽取。通讯设

备禁用）。

准备室：供抽取题目后的比赛选手使用（通讯设备禁用）；

准备室提供材料：A4白纸、水笔。

竞赛室：每个竞赛组设置四个竞赛室。竞赛室一：中华经典朗诵

1；竞赛室二：中华经典朗诵 2；竞赛室三：即兴演讲；

等待室 抽签室 准备室 竞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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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室四：回答问题（通讯设备禁用）。

六、评价参考标准

（一）本科组与专科组的初赛评价标准。

1.中华经典朗读与讲解。

朗读是把文字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要求用准确、

清晰、响亮的语音，结合各种语言手段来表达作品思想感情的一

种语言艺术；“讲解”要求选手对经典诗文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

讲解与赏析。

朗读与讲解主要考察选手对经典的阅读理解能力、艺术鉴赏

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根据选定的中华经典诗文（古代和现当代各 1篇）进行朗读

和讲解，每篇文章的朗读、讲解时间限定在 6分钟以内。

朗读与讲解的要求及评价标准：

（1）朗读的评价标准（40分）

评 价 标 准
等级

A B C D

评价

项目

表达能力

20分

语音标准，发音清晰；

语调自然，表达流畅；

情感真挚，音量合理。

18-
20

16-
18

14-
16

12-
14

感受能力

20分

文章基调把握得当；

精神饱满，体态大方；

整体和谐自然。

18-
20

16-
18

14-
16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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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讲解的评价标准（20分）

评 价 标 准
等级

A B C D

评价

项目

内容

10分

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内容充实；

紧扣文意，观点新颖，说服力强。
9-10 8-9 7-8 6-7

表达

10分

语音标准，用语规范，表达流畅；

节奏合理，态势自然，重点突出。
9-10 8-9 7-8 6-7

2.备稿演讲。

演讲具有主题明确、结构完整、逻辑严密、感召力强等特点，

要求选手具备敏捷的思维能力，流畅的表达能力和灵活的应变能

力。

备稿演讲主要考察选手对中华文化的了解程度，对话题的分

析理解能力，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

根据选定的主题进行备稿演讲，时间控制在 3分钟左右（2

分 30秒-3分 30秒）。

备稿演讲的评价标准（40分）

评 价 标 准
等级

A B C D

评价

项目

内容

15分

观点明确，内容切题；

论据贴切，分析到位；

联系实际，有感而发；

结构完整，条理清晰。

14-
15

13-
14

12-
13

11-
12

表达

15分

语音标准，用语规范；

节奏合理，表达流畅；

表现力强，有感染力；

思维敏捷，应变力强。

14-
15

13-
14

12-
13

11-
12

仪态

5分
仪态大方，动作适度；

表情自然，情声协调。

4.5-
5

4-4.
5

3．5-
4

3.5 以

下

整体效果

5分
话语自然，表现力强；

举止得体，整体和谐。

4.5-
5

4-4.
5

3．5-
4

3.5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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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组与专科组的决赛评价标准。

1.中华经典朗诵的评价标准（60分）

朗诵是把经典文字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要求结

合态势语与有声语言的技巧，用准确、清晰、生动、得体的语言，

表达经过朗诵者加工的作品的思想内容的一种语言艺术。

中华经典朗诵主要考察选手理解作品、诠释作品、表达情感

的能力与水平。

根据现场抽取的中华经典作品（古代、现当代各 1篇）进行

朗诵。古代作品、现当代作品各占 30分，每篇作品朗诵时间控

制在 3分钟以内。

评 价 标 准
等级

A B C D

评价

项目

表达能力

15分

语音标准，发音清晰，音量适中；

语调自然和谐，表达准确流畅；

情感真挚饱满，节奏把握得当。

14-

15

13-

14

12-

13

11-

12

感受能力

15分

基调把握得当；

仪态自然大方；

形式富有创意；

整体和谐自然。

14-

15

13-

14

12-

13

11-

12

2.即兴演讲的评价标准（35分）

即兴演讲具有选题随机、组材快速、结构巧妙、语言即兴等

特点，要求参赛者具备敏捷的思维能力、快速的语言组织能力、

灵活的应变能力、言语的表演能力，是口语表达能力的综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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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演讲主要考察大学生即兴表达的语言能力：包括即兴演

讲时立意的高度、知识的广度、思想的深度、思维的敏锐度。

根据抽取的朗诵材料上面划线的句子，明确主题，自拟题目，

进行即兴演讲，时间控制在 2-3分钟（要求脱稿）。

评 价 标 准
等级

A B C D

评价

项目

内容

15分

观点明确，内容切题；

论据贴切，分析到位；

联系实际，有感而发；

结构完整，条理清晰。

13-
15

11-
13

9-
11

7-
9

表达

10分

语音标准，用语规范；

节奏合理，表达流畅；

表现力强，有感染力；

思维敏捷，应变力强。

9-
10

8-
9

7-
8

6-
7

仪态

5分
仪态大方，动作适度；

表情自然，情声协调。

4.5-
5

4-
4.5

3.5-
4

3.5
以下

整体效果

5分
话语自然，表现力强；

举止得体，自然大方。

4.5-
5

4-
4.5

3.5-
4

3.5
以下

（2）回答问题的评价标准（5分）

回答问题是对选手了解和掌握中华古代文化、文学常识情况

的考察。要求选手听清问题，理解问题，在回答时具有针对性，

语言清晰，表达准确。

评审专家根据题库随机选择问题进行提问，共提问 10个问

题，每个问题占分 0.5分，回答错误或不回答不给分。

要求选手在听到问题后，即时进行回答。提问与回答的总时

间控制在 3分钟以内，超时不再提问，因超时而未回答的问题不

给分。

（三）集体组与留学生组的作品评价标准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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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
本科组与专科组初赛材料要求

为保证竞赛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遵循公平、公正原则，

现就各校上传初赛视频等相关材料提出如下要求：

一、平台注册

登陆浙江学科竞赛网（http://cc.moocollege.com/），在浙江省

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平台上注册。每校只能获得一个账号。

二、报名材料要求

1.登陆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平台，在规定的时间

内填写参赛选手报名信息，并提交。

2.《报名表》填写的信息必须完整准确。

3．上传校选拔赛材料（PDF格式）：包括选拔赛通知、选拔

赛现场剪影、选拔赛评比结果、选拔赛事总结等。材料要真实具

体，总结材料需加盖院校印章。

三、视频材料要求

每位参赛选手须形成独自的三个视频：古代作品朗读与讲解、

现当代作品朗读与讲解、备稿演讲，分别以“学校+姓名+古代作

品朗读”“学校+姓名+现当代作品朗读”“学校+姓名+备稿演讲”

命名。参赛选手要全身出镜，站立完成，背景要单色调，以白色

或蓝色为主。选手不得报学校、姓名，不配乐；视频中不出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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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单位与选手相关信息。视频与背景、声音等不进行后期合成。

视频要高清录制，加片头，片头内容仅限为朗读的作品序号及名

称、演讲题号和演讲题目。

视频应确认可以播放后再根据规定路径上传至平台。

参赛选手朗读与讲解材料须选自《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

读竞赛（初赛）朗读题库（2019）》。选手应选择古代与现当代作

品各 1篇，先朗读再讲解，朗读与讲解的作品须一致。每篇作品

朗读与讲解总时间控制在 6分钟以内。

参赛选手备稿演讲材料须选自《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

竞赛（初赛）演讲题库（2019）》中的话题。参赛选手从题库中

任选一个演讲话题，自拟题目，进行 3分钟左右（2分 30秒—3

分 30秒）的脱稿演讲。

凡选材不在题库中的，一律不得分。

三、材料评审

所有材料都必须于 5月 27日—31日之间上传完毕。竞赛组

委会办公室会对上传的视频等进行审核。不符合要求的将不予评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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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集体组、留学生组）作品汇总表

报送学校：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组别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选手姓名 指导教师 1 指导教师 2 备注

集体组

留学生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