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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芳草盈盈，雨尽风暖，书香漫校园。“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的坚毅，萦绕在一代代莘莘学子的耳边。 

2021，适逢辛丑之年，中华儿女喜迎党的百年华诞。站在历

史的岸边，回眸党的百年历程，与伟人对话，向英雄致敬，同书

本拥抱。轻拈历史长卷，细数民族崛起的历程，历经血与火的洗

礼，任凭风雨肆虐，坚硬的民族脊梁扛起了沧桑巨变。跨越雪山

草地，见证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长征精神；推翻三座大山，使得中

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开启改革开放，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科教兴国，创新发展，我们努力地冲锋在

世界赛道„„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史

史催奋进，事事感肺腑！书海徘徊，激情澎湃，明智明礼，灵启

壮志，从此，我们青春的生命将更加丰盈。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踏步而来。这一天翰墨飘香，书

韵流传，满载着中国人图强的梦想。读史话今，念我“中国之梦”，

共捧书卷，献礼建党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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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建党百年 畅享馥郁书香”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读书节活动安排表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地点 活动内容 

1 
“学党史 明初心 知使命” 

党史知识竞答 

4月 22 日 

15：00—17：00 

三校区图书馆 

通过知识竞答活动的形式，激发学生党史学习

热情，引导学生深入学习、了解百年党史 

2 
“4.23,我是读书人” 

世界读书日庆祝活动 

4 月 22 日—4 月 23 日 

三校区图书馆 

（1）4月 22日趣味拍照打卡：馆内设置趣味

拍照用 KT板，倡导读者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2）4 月 23 日借书有礼：为当天前 50 名来

馆借阅图书读者发放精美礼品 

3 

“回顾党史瞬间，致敬百年岁月”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

年经典图片展览 

5月 24日—6 月 6日 

天河校区图书馆三楼

大厅、清远校区图书馆 

举办经典图片展览，全景式回顾党的伟大历程

和辉煌成就。组织师生观看，激励广大师生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昂扬的精神和饱满的热

情，迎接建党 100 周年华诞 

4 
“红色力量！” 

阅读集结号读书接力赛 

4月—5 月 

三校区图书馆 

围绕红色专题书籍，邀请学生组团开展“红色

力量”读书比赛活动 

5 
“建党百年 峥嵘岁月” 

21 天讲座打卡计划 

5月 6日—5 月 26日 

三校区图书馆 

利用超星学习通 APP，定制建党专题名家讲座

视频，鼓励学生坚持 21天在线打卡听讲座 

6 
“红色书香弥漫 献礼建党百年” 

专题图书展 

4月—5 月 

三校区图书馆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和庆祝建党百年系列

活动，举办“建党百年”、“四史”红色专题

图书展、开展“百年党史”系列视频展播活动，

旨在推动广大师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7 

“回望百年征程史 续写时代新

篇章”第五届广东省职业院校 

“学问杯”影评大赛 

3月 15日—6 月 9日 

三校区图书馆 

组织学生观看红色经典影视作品，撰写观影感

想，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作品提交

到 jzytsg@163.com 

8 
“好书共享” 

微视频大赛 

4 月 13 日—5 月 31 日 

三校区图书馆 

邀请学生拍摄 3分钟以内的微视频分享好书，

作品提交到 jzytsg@163.com 

9 
“书香，最美的遇见” 

我最爱的书籍诵读比赛 

4 月 20 日—5 月 20 日 

三校区图书馆 

参赛学生以朗诵的形式展现自己最爱的书籍

片段，提交音频作品参赛 

10 
“书中自有黄金屋” 

——图书馆寻宝大赛 

5月 13 日 

14：30—16：00 

天河、花都校区图书馆 

以热门的《明星大侦探》模式，通过给出线索

——推理——寻宝等一系列操作，使学生更加

熟悉图书馆的空间与资源 

11 
 “书海遨游•不负韶华” 

情景剧大赛 

4 月 23 日—5 月 31 日 

花都校区图书馆 

鼓励学生根据自身阅读故事自编自导情景剧，

以视频方式提交作品 

12 活动颁奖 5月 31 日 
评选 2021年阅读之星，颁发 2021 年阅读之星

证书及读书节活动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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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建党百年 畅享馥郁书香 

——2021 年读书节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在百年征程里，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峥

嵘岁月，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让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弘扬优秀文化精神，丰富校园文化生

活，在第 26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图书馆联合相关部门推出 2021 年读书节系列

活动，以期进一步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传承红色根脉，汇聚精神力量。具

体安排设置如下： 

 

一、活动主题：礼赞建党百年 畅享馥郁书香 

二、主办单位：图书馆、组织宣传部、学生工作处、团委 

协办单位：各二级学院 

承办单位：院团委学生会学习部图书信息服务组、蓝天悦读社等 

三、活动对象：全校师生 

四、活动时间：2021年 4月—6月 

五、活动安排： 

1、“学党史 明初心 知使命”党史知识竞答 

【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活动时间】4月 22日 

【活动地点】三校区图书馆 

【活动内容】为多样化开展我校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激发党史学习热情，图

书馆通过知识竞答活动的形式，鼓励引导在校大学生深入了解百年党史。活动现场

张贴党史知识题目，参与者现场作答。规定时间内答对题目数量作为排名依据，按

照答对题目数量从高到低排序，前六名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有效答题 10 题（含）

以上的同学获得相应第二课堂学分 

 

2、“4.23,我是读书人”世界读书日庆祝活动 

【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活动时间】4月 22日—4月 23日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读书节活动方案 

【活动地点】三校区图书馆 

【活动内容】 

（1）趣味拍照打卡：馆内设置趣味拍照 KT板，倡导读者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2）借书有礼：为当天前 50名来馆借阅图书读者发放精美礼品。 

【活动方案】见附件 1：“4.23,我是读书人”世界读书日庆祝活动细则 

 

3、“回顾党史瞬间，致敬百年岁月”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经典图片

展览 

【活动对象】全校师生 

【活动时间】5月 24日—6月 6日 

【活动地点】天河校区图书馆三楼大厅、清远校区图书馆 

【活动内容】举办经典图片展览，以党的重大事件为线索，以不同时期的典型

事例、历史人物、精彩故事为主干，全景式回顾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组织师

生观看，激励广大师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昂扬的精神和饱满的热情，迎接中

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华诞 

 

4、“红色力量！”阅读集结号读书接力赛 

【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活动时间】4月—5月 

【活动地点】三校区图书馆 

【活动内容】围绕红色专题书籍，在学院学生中开展“红色力量”读书比赛活

动，在推动同学们学习党史的同时，增强同学们的团队合作意识，营造浓厚的读书

氛围 

【活动方案】见附件 2：“红色力量！”阅读集结号读书接力赛活动细则 

 

5、“建党百年 峥嵘岁月”21 天讲座打卡计划 

【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活动时间】5月 6日—5月 26日 

【活动地点】三校区图书馆 

【活动内容】利用超星学习通 APP，定制建党百年专题名家讲座视频，鼓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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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坚持 21天在线打卡听讲座 

【活动方案】见附件 3：“建党百年 峥嵘岁月”21天讲座打卡计划活动细则 

 

6、“红色书香弥漫 献礼建党百年”专题图书展 

【活动对象】全校师生 

【活动时间】4 月—5月 

【活动地点】三校区图书馆 

【活动内容】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和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在馆内举办“建

党百年”、“四史”红色专题图书展，开展“百年党史”系列视频展播活动，旨在推

动广大师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7、“回望百年征程史 续写时代新篇章”第五届广东省职业院校“学问杯”影评大

赛 

【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活动时间】3月 15日——5月 16日 

【活动地点】三校区图书馆 

【活动主办】广州红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图书馆 

【活动内容】通过微信公众号、读者 QQ群等多种渠道公布影讯，组织读者重

温红色经典影视作品，撰写观影感想，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 

 

8、“好书共享”微视频大赛 

【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活动时间】4月 13日—5月 31日 

【活动地点】三校区图书馆 

【活动内容】以 3分钟以内的微视频形式分享自己曾经阅读或正在阅读的好书，

围绕主题，录制内容不限（可包含文章鉴赏、品评、读后感、精彩内容诵读等） 

【活动方案】见附件 4：“好书共享”--微视频大赛活动细则 

 

9、“书香，最美的遇见”我最爱的书籍诵读比赛 

【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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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4月 20日-5月 20日 

【活动地点】三校区图书馆 

【活动内容】鼓励学生以朗读的形式展现自己最爱的书籍片段，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营造书香校园氛围 

【活动方案】见附件 5：“书香，最美的遇见”我最爱的书籍诵读比赛活动细

则 

 

10、“书中自有黄金屋”——图书馆寻宝大赛 

【活动对象】天河、花都校区学生 

【活动时间】5月 13日 14：30—16：00 

【活动地点】天河、花都校区图书馆 

【活动内容】以热门的《明星大侦探》模式，通过给出线索——推理——寻宝

等一系列操作，使学生更加熟悉图书馆的空间与资源 

【活动方案】见附件 6：“书中自有黄金屋”——图书馆寻宝大赛活动细则 

 

11、“书海遨游•不负韶华”情景剧比赛 

【活动对象】花都校区学生 

【活动时间】4月 12日-5月 31日 

【活动地点】花都校区图书馆 

【活动内容】鼓励学生根据自身阅读故事自编自导情景剧，以视频方式提交作

品，届时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活动方案】见附件 7：“书海遨游•不负韶华”情景剧比赛活动细则 

 

12、活动颁奖 

【活动时间】5月 31日 

【活动内容】评选 2021年阅读之星，颁发 2021年阅读之星证书及读书节活动

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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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4.23,我是读书人”世界读书日庆祝活动细则 

 

一、活动对象： 

全校学生 

二、活动时间： 

2021年 4月 22 日—4月 23日 

三、活动地点：分校区开展 

四、活动内容： 

1、趣味拍照打卡（天河、花都校区开展）： 

（1）活动时间：4月 22日下午 14：00—17：00 

（2）在馆内摆放 3块不同主题拍照用 KT板。 

1号 KT板主题/谜面：读党史 知来处 明方向 

2号 KT板主题/谜面：窗前谁种芭蕉树，绿荫书香满庭园 

3号 KT板主题/谜面：级级阶梯直顶点，此间知识待人开 

（3）学生完成以下两项要求，可获赠一份精美礼品（礼品有限，先到先得）： 

要求一：到馆内按要求分别与 3块 KT 板合影打卡转发朋友圈； 

要求二：使用馆内的歌德电子书阅读机（天河校区四楼 406，花都校区一楼大

厅）成功借阅一本电子图书。 

2、借书有礼（三校区开展）： 

（1）活动时间：4月 23日 

（2）为当天前 50名来馆借阅图书读者发放精美礼品。 

 

附件 2： 

2021 年图书馆杯“红色力量—阅读集结号”读书比赛活动细则 

 

为纪念建党一百周年华诞，图书馆拟举办“红色力量—阅读集结号”读书比赛

活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推动学生们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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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坚定信念，努力学习，提升技能，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贡献自己的才智，具体方

案如下。 

一、活动目的 

围绕红色专题书籍，以读书比赛的方式在学院学生中开展“红色力量”读书比

赛活动，在推动同学们学习党史的同时，增强同学们的团队合作意识，营造浓厚的

读书氛围，以实际行动向建党百年华诞献礼。 

二、活动主题 

以“红色力量”为主题，通过“阅读集结号”团队读书比赛的形式开展阅读活

动。 

三、比赛方式 

1、组队 

（1）学生以自愿方式组成读书比赛团队，以 3-5 人为一个读书团队，推举队

长一名，填写比赛报名表参加比赛。 

（2）各团队自行为本队命名，在图书馆指定的专题图书系列中选定书籍，开

展读书比赛活动。 

2、比赛 

（1）以图书馆指定的专题图书系列为参赛阅读范围，各参赛团队的总读书量

以图书馆书籍借阅系统统计数据为准。 

（2）借阅书籍并提交该书籍的一篇读书心得，方为计入比赛成绩的有效读书

量。 

（3）与主题无关的阅读书籍属于无效数据，不计入比赛成绩。 

（4） 在规定的时间内，最高有效阅读总量的前六个比赛团队分别获得最终名

次。 

3、时间 

（1）报名截止时间：4月 20日。 

（2）比赛起止时间：4 月 25 日---5 月 30 日，如有特殊情况，则具体另行通

知。 

4、注意事项 

（1）参赛团队报名表应在截止日期前报送至指定邮箱，文件名必须标明：“阅

读集结号比赛报名表”字样，报名表内应注明参赛人员的校区、学院、班级、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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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联系电话； 

（2）参赛人数：组队参赛，组队人数为 3-5人； 

（3）报送邮箱：天河校区:xtwxxbtx@163.com 

清远校区:qyxtwxxb@163.com 

花都校区:tuxinbu@163.com 

（4）参赛对象：全校学生 

四、奖励 

1、最高有效阅读总量的前六个比赛团队分别获得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2、参赛学生将获得相应第二课堂学分，获奖者将获得相应综合测评奖励分，

以及颁发奖状、奖品等奖励。 

五、组织单位 

赛事主办单位：图书馆；承办单位：校团委学生会学习部“蓝天”悦读社；协

办单位：校团委学生会图书信息服务组、“蓝海洋”图文 

 

附件 3： 

“建党百年 峥嵘岁月”21 天讲座打卡活动细则 

一、活动目的 

建党 100 周年，我们精选出优质 30 分钟讲座策划推出 21 天打卡活动。每天

30 分钟一讲座，名师云集，将军院士开讲。三个篇章，21 场讲座，共同回顾百年

峥嵘岁月。 

二、活动对象 

全校学生 

三、活动时间： 

5月 6日—5月 26日 

四、活动实施细则 

1、读者报名参加，下载“学习通”App，首页右上角点击输入邀请码：yzjt

进入图书馆首页。 

2、点击“视频打卡”参与活动。 

3、讲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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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峥嵘岁月” 

奋斗篇 

标题 主讲人 单位职称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王炳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井冈山的斗争 赵铁锁 南开大学教授 

长征中的共产党人 俞源 中央军委办公厅将军 

平型关大捷——抗日战争中第一次大胜 萨苏 记者 作家 

抗战时期中共的抵抗与崛起 黄道炫 中国社会科学院 

解放大西南 宋毅军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开国阅兵，光辉记忆 尚伟 南京政治学院教授 

领袖篇 

标题 主讲人 单位职称 

勤俭朴素的人民领袖——毛泽东 吴连登 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 

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 曹应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卓越的领导者——邓小平 王炳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毛泽东诗词的情趣和理趣 吴欢章 上海大学教授 

周恩来的密战艺术 郝在今 八一电影制片厂作家 

邓小平和平时期的军事思想 于凡 哈尔滨工程大学副教授 

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 黄庆桥 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 

发展篇 

标题 主讲人 单位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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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奖项设置 

打卡满 7天，即可获得相应第二课堂学分。 

打卡满 18天，随机抽取一等奖 1名，奖品华为 FreeBuds4i 无线蓝牙耳机 

打卡满 15天，随机抽取二等奖 3名，奖品小米 10000毫安充电宝   

打卡满 12天，随机抽取三等奖 5名，奖品 16G U盘  

打卡满 7天，随机抽取参与奖 10名，奖品精美笔记本 

 

附件 4： 

第五届万方数据“好书共享”微视频大赛活动 

读书妙处无穷，书香熏染人生。仲春四月，我们即将迎来第 26个“世界读书

日”，“好书共享”微视频大赛也将随之启动，此活动已举办四期，期待这次有您的

参与，一起来分享吧。 

一、活动目的： 

本次活动将继续倡导阅读，让读者以不同的方式去分享好书，营造我校师生多

读书、读好书、好分享的良好阅读氛围。  

二、活动内容： 

要求以 3分钟以内的微视频形式分享自己曾经阅读或正在阅读的好书，围绕主

题，录制内容不限（可包含文章鉴赏、品评、读后感、精彩内容诵读等） 

三、活动对象： 

激情岁月——你所不知道的经济改革 张军 复旦大学教授 

中国工业 70 年 何爱国 复旦大学副教授 

“墨子号”量子卫星：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王建宇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斗卫星导航平台建设与应用展望 陈大吾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究员 

神舟系列和天宫一号 萧耐园 南京大学教授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与成功实践 曹二宝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经贸关系 万广华 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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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学生 

四、活动时间： 

4月－5月 

五、比赛要求： 

1、原创性，围绕主题，作品内容积极向上、富有正能量。 

2、视频画面和声音清晰（标清以上品质），时间长度要求 1-3分钟，格式为

avi/rmvb/mpg/flv 等常见视频格式。作品风格及表现形式不限。 

3、可个人拍摄参赛，也可 2-3人组团拍摄参赛。 

4、主办单位有权展出和宣传所有参赛作品，不再另付稿酬。 

五、参赛方式及评分标准： 

1、报名时间：4月 12日至 4月 30日 

（扫二维码报名） 

2、作品提交时间：5月 20日前。 

3、提交方式：将作品发送邮箱：jzytsg@163.com (提交邮件主题格式：微视

频大赛+书名（篇名）+姓名+班级)。 

4、评分标准：内容（50分）摄影（20分）剪辑（20分）创新（10分） 

六、奖项设置： 

1、奖项： 

设置一等奖：2名  奖状和奖品（Kindle 阅读器）  

二等奖：3名  奖状和奖品（小米背包） 

三等奖：5名  奖状和奖品（小米移动电源） 

网络人气奖 2 名 纪念品 

2、评奖时间： 5月 25日初评及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公布名单进入网评。 

5月 28日终评公布结果 （网评占 10%） 

5月 31日颁奖 

 

附件 5： 

“书香，最美的遇见”--我最爱的书籍诵读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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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激励学生们的读书热情，培养良好阅读习惯，营造浓郁书香氛围，图书馆举

办图书馆杯“书香，最美的遇见”我最喜爱的书籍诵读比赛，具体事项如下。 

一、主题与目的 

本次比赛以“书香，最美的遇见”为主题，以诵读的形式展现自己最喜爱的书

籍片段，共享书香之美，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让朗朗书声成为校园里最美的声音。 

二、作品要求 

（1）参赛作品须内容健康、积极向上，体裁上可以是古典文学作品，也可以

是现代文学作品（小说、散文等）、诗词等； 

（2）作品标题自定，可以一个人诵读，也可多人诵读，团队参赛不得超过 4

人（含录制人员），诵读内容为自己最喜欢的书籍片段； 

（3）作品时长应在 5分钟之内，自行录制，可使用配乐等艺术效果，以 MP3、

ACC等音频格式文件提交。 

三、参赛方式 

（1）参赛作品根据所属校区报送至指定邮箱，文件标题必须注明：“我最喜

爱的书籍诵读比赛”字样； 

（2）参赛作品必须包含音频文件和背景文档两份文件，背景文档必须注明参

赛人员信息，包括：参赛作品标题、参赛人员所属校区、学院、班级、姓名、学号、

联系电话； 

（3）参赛人数：可个人参赛，也可组队参赛，组队人数不超过 4 人（含录制

人员）； 

（4）作品报送截止时间：2021年 5 月 20日； 

（5）作品报送邮箱：天河校区:xtwxxbtx@163.com 

清远校区:qyxtwxxb@163.com 

花都校区:tuxinbu@163.com 

（6）参赛对象：全校学生 

四、评比与奖励 

（1）评分标准：主题展现（30%）、艺术处理（40%）、语言流畅（20%）、表

演效果（10%）。 

（2）奖项设置：本次比赛分别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名。 

（3）参赛人员将获得相应第二课堂学分，获奖者将获得相应综合测评奖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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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织单位 

赛事主办单位：图书馆；承办单位：校团委学生会学习部；协办单位：“蓝天”

悦读社、“蓝海洋”图书文化志愿服务队 

 

附件 6： 

“书中自有黄金屋”——图书馆寻宝大赛活动细则 

 

一、活动内容： 

为提高大学生信息获取能力，充分了解图书馆提供的优秀学习资源，图书馆举

办“图书馆寻宝”比赛，目的是为了增强同学们对图书馆馆藏资源的掌握，加深对

图书馆的认识。以热门的《明星大侦探》模式，可通过给出线索——推理——寻宝

等一系列操作，使学生更加熟悉图书馆的空间与资源。 

二、活动对象： 

天河校区、花都校区学生 

三、活动地点： 

天河校区图书馆三楼大厅、花都校区图书馆一楼书库 

四、活动时间： 

5月 13日（星期四）下午 2:30—4:00 

五、参赛方式： 

1、比赛采用团队赛制，可以以个人名义参赛，图书馆予以组队，也可以自行

组队参赛，每队有选手 3人，在比赛过程中不得更替交换参赛人员。 

2、2021年 5月 6日—5月 11日通过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报名，自行组队参赛的

同学须注明队伍名称；天河、花都校区报名人数均达到 90人（30 组）后截止报名。 

六、比赛规则： 

1.比赛开始前 20分钟，参赛者必须全部到达图书馆三楼大厅（天河）、图书馆

一楼大厅（花都）集中，由评委宣读比赛规则。 

2.本次比赛以时间为评比依据。 

3.本次比赛各个场次均安排监督员和计时员。 

4.图书检索工具统一使用图书馆三楼（天河）、图书馆一楼书库（花都）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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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不得使用本馆 RFID 图书定位的功能查找图书；笔、纸等记录工具由主办方提

供。 

七、奖项设置： 

    天河、花都校区分别设有： 

一等奖 3名(总成绩排名第一的团队) 

二等奖 3名(总成绩排名第二的团队) 

三等奖 3名(总成绩排名第三的团队) 

优秀奖 6名(总成绩排名第四、第五的团队) 

 

附件 7： 

图书馆“书海遨游•不负韶华”情景剧大赛活动细则 

 

一、活动内容： 

为了更加形象生动的展示我校读者积极向上、奋勇拼搏、“书海遨游·不负韶

华”的精神面貌，充分发挥图书馆滋养心灵、培育自信的重要作用，现举办“书海

遨游·不负韶华”情景剧大赛活动，请读者以 10 分钟以内的视频形式展示自己的

阅读故事，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参与本次大赛！ 

你眼中的图书馆是怎样的？是专业严谨？低调内敛？亲切温暖？还是有趣活

泼？你在图书馆有哪些难忘的回忆，你与图书馆之间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你在

图书馆收获了什么......你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通过情景剧的形式来表现，自编自

导自演，是不是很有趣？快点加入我们吧！ 

二、活动对象： 

花都校区学生 

三、比赛要求： 

1.各参赛作品应结合图书馆或者与阅读有关的故事实际进行创作，如在图书馆

发生的故事、图书馆对我的影响、我的阅读故事等。紧扣本次活动主题，内容健康，

思想积极向上，鼓励原创。 

2.参赛作品以情景剧为主，小品、相声、音乐剧等形式为辅。 

3.各参赛作品应剧情完整，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参赛人员应使用普通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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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因剧情需要，可用方言或者外语辅助表演。 

4. 可个人拍摄参赛，也可 2-3 人组团拍摄参赛，每份作品表演时间 8 分钟左

右，演出人数不限。各参赛人员需脱稿表演，演员间配合默契。 

5.布景简单明快，服装符合剧情需要，能较好的表现人物时代背景及人物个性。 

6.每人限提交一份作品。 

四、参赛方式： 

1、将作品发送邮箱：tuxinbu@163.com (提交邮件主题格式：情景剧大赛 +

姓名+班级，)。 

2、到花都校区图书馆 101读者服务部办公室现场拷贝提交。 

五、作品提交及评选： 

1、作品提交：4月 23日——5月 16 日 

2、作品评选：5月 17日——5月 23 日 

3、评选结果：5月底公布（初评占 75%，网评占 25%） 

奖项设置：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5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