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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疫情的雾霾，终究是抵挡不住春的到来！

阳春四月，风和日暖，是花季璀璨的时节，也是播种希望、

成长成才的季节。《四时读书乐·春》：“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雩归

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

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春日时节，春光烂漫，书香满怀，有着别样的诗意。春读书，

兴味长，捧着书本走出去，呼吸新鲜的空气，会浑身舒畅。坐在

阳光之下阅读，置身于燕语呢喃百花香中，俯仰之间便会觉得拥

有天地，使人心旷神怡、身超物外，这便是阅读的力量。

庸碌迷茫度终日时，疫情才会真正偷走我们的青春。我们坚

信从阅读到悦读、学习到学识；从书享到书香，就像春风必将温

养万物；就像书香飘溢必将成就精彩。春风所沐、生气勃勃，书

香所及，繁花似锦，书香所到，频传捷报。

一切不必再等待，日光灿灿，雨水勤勉，春泥适合耕种心愿，

春光为伴好读书，愿你拥有属于自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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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溢书香，“云”读精彩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读书节活动安排表

序号 类型 活动名称 时间地点 活动内容

1

趣

味

篇

“世界读书日”

借书有礼活动

4月 23 日

三校区

为 4月 23 日当天前 50 名来馆借阅图书的读者发放精

美定制礼品

2

“徜徉书海，沐浴书

香”4.23“定格阅读

瞬间”拼图活动

4月

23—30 日

三校区

邀请读者使用《网上报告厅》等系列数据库观看视频

课程，每次观看视频均可获得相应拼图碎片用于合成

拼图，进一步提高读者的电子资源利用能力

3 书名连连看
4-5 月份

三校区

通过用书名编写精彩小故事，调动读者们阅读的积极

性，充分发挥读者的想象力、创造力

4
“书中自有黄金屋”

图书馆寻宝大赛

5月中旬

清远校区

以热门的《明星大侦探》模式，通过给出线索——推

理——寻宝等一系列操作找到图书，使读者更加熟悉

图书馆的空间与资源

5

竞

赛

篇

“好书共享”

微视频创作比赛

5月份

三校区

邀请在校学生拍摄 3分钟以内的微视频作品，与大家

分享好书

6

“软件通杯”第五届

广东省职业院校简历

创意设计大赛

4-5 月份

三校区

要求读者虚拟选定的应聘职位，自行设计制作求职简

历，进一步提升读者的简历制作水平

7
“智信杯”广东省高

校信息素养挑战赛

4-5 月份

三校区

以赛促学，增强读者对信息素养知识与技能的学习，

进一步提升读者的信息素养与信息能力

8

“建功新时代，书香

满校园”

书香艺术创作比赛

4-5 月份

三校区

包括“最美读书人”摄影比赛、“最美阅读空间”摄

影比赛、“爱上广交图书馆绘画创作比赛”三项内容

9

展

览

篇

“建团百年”

红色专题图书展

5月份

三校区

举办“建团百年”红色专题图书展，为弘扬红色文化

增光，为献礼建团百年添彩

10
“印象清远”

主题图书、照片展

4-5 月份

清远校区

举办清远地方主题图书展、照片展、画展，发掘、弘

扬清远地方文化

11
“心向党 再启航”

党史党建专题阅读展

6月

天河、清

远校区

举办党史党建图书、视频专题扫码阅读展览，组织师

生观看，进一步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12 颁奖 活动颁奖 6月 10 日
评选 2022 年阅读之星，颁发 2022 年阅读之星证书及

读书节活动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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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溢书香，“云”读精彩

——2022 年读书节

疫情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不仅考验我们的身体，更考验我们的心灵。但疫情

偷不走青春的活力与精彩，也偷不走阅读的快乐和满足。最美人间四月天，不负春光好

读书，让我们静下心来，在阅读的世界里增强心灵韧性，开启生命智慧，构建精神家园。

在第 27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图书馆联合相关部门推出 2022年读书节系列活动，以

期在校园内形成“同读书”、“互荐书”、“共享书”的良好风尚，具体安排设置如下：

一、活动主题：“屏”溢书香，“云”读精彩

二、主办单位：图书馆、学生工作部、团委

协办单位：各二级学院

承办单位：校团委学生会学习部、蓝天悦读社等

三、活动对象：全校师生

四、活动时间：2022 年 4 月—6月

五、活动安排：

1、借书有礼活动

【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活动时间】4月 23日

【活动地点】三校区图书馆

【活动内容】为 4 月 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来馆借阅图书的前 50 名读者发放精美定制

礼品，先到先得。

2、“徜徉书海，沐浴书香”——4.23“定格阅读瞬间”拼图活动

【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活动时间】4月 23日—30 日

【活动地点】三校区

【活动内容】活动共设置 6个不同碎片，参赛选手点击观看任意 1个视频课程，即可

获得 1个拼图碎片，参赛选手获得上述 6个不同碎片后，即可自动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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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图。“拼图排行榜”以参赛选手累计获得的拼图完成次数和获得的拼

图数量实时更新 TOP10。

【活动方案】见附件 1

3、书名连连看活动

【活动对象】全校师生

【活动时间】截至 4月 25日上午 11 点

【活动地点】三校区

【活动内容】用图书的书名编写精彩小故事，故事要求原创，字数不限，通过在微信

推文后留言方式参与活动，可邀请好友为自己留言点赞。4 月 25 日 11

点，工作人员选取微信公众号留言点赞排名前 6位作为获奖者，奖品为

价值约为 50 元的精美礼品一份。

（案例：我在《好莱坞》影棚内和《三大师谈国学》，《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我在中间《悲伤逆流成河》，后悔自己没有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完全不懂

《摄影大师的智慧》，只好《回到生活原点》，《从十八岁开始出发》。）

4、“书中自有黄金屋”——图书馆寻宝大赛

【活动对象】清远校区学生

【活动时间】5月 14、15 日

【活动地点】清远校区图书馆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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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方案】见附件 2

5、“好书共享”微视频创作比赛

【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活动时间】4月 23日-5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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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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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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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软件通杯”第五届广东省职业院校简历创意设计大赛

【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 5月 20日截止

【活动地点】三校区

【活动内容】要求自行虚拟所选定的应聘职位，自行设计制作求职简历，通过活动进

一步提升学生的简历制作水平。

【活动方案】见附件 4

7、“智信杯”广东省高校信息素养挑战赛

【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活动时间】4、5 月份

【活动地点】三校区

【活动内容】基于解决问题的信息意识、移动互联时代的信息道德与伦理、互联网上

各种实用信息源、信息搜索的方法与技巧、知识管理工具的使用、信息

安全与隐私保护；工作、生活、学习、创业等场景下的信息获取与利用

等内容。考察重点：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分析鉴别能力、信息综合利用

能力。

【活动方案】见附件 5

8、“建功新时代，书香满校园”书香艺术创作比赛

【活动对象】天河、花都校区学生

【活动时间】4月 23日-5 月 31日

【活动地点】天河、花都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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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本次比赛包括“最美读书人”摄影比赛、“最美阅读空间”摄影比赛、“爱

上广交图书馆”绘画创作比赛共三项赛事，展现广交学子热爱学习、热

爱阅读的良好风貌，促进学风建设和书香校园建设。

【活动方案】见附件 6

9、“建团百年”红色专题图书展

【活动对象】全校师生

【活动时间】4月 23日开始

【活动地点】三校区图书馆

【活动内容】今年是共青团建团百年，通过在三校区图书馆醒目位置设立专题书架，

展示共青团百年历程的相关阅读推荐，鼓励学生借阅，增强对共青团历

史的了解，为弘扬红色文化增光，为献礼建团百年添彩。

10、“印象清远”主题图书、照片展

【活动对象】清远校区师生

【活动时间】4月 23日开始

【活动地点】清远校区图书馆一楼

【活动内容】根据清远校区地域特点，通过主题图书展示清远文化，发掘、弘扬地方

文化。同时开展清远校区主题照片展、主题画展。

11、“心向党 再起航”党史党建专题扫码阅读展

【活动对象】天河、清远校区师生

【活动时间】6月

【活动地点】天河校区图书馆三楼、清远校区图书馆一楼

【活动内容】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推动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高质量发展，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在第 27 个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来

临之际，广东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携手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汇集党史党建图书等优质资源联合图书馆开展扫码阅读活动，全

力营造浓厚氛围，掀起学习热潮，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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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活动颁奖

【活动时间】6月 10日

【活动内容】评选 2022年阅读之星，颁发 2022年阅读之星证书及读书节活动获奖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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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徜徉书海，沐浴书香”——4.23“定格阅读瞬间”拼图活动

一、活动主题：徜徉书海，沐浴书香

二、活动时间：4 月 23 日-30 日

三、活动主办：北京爱迪科森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图书馆

四、参与方式：活动海报微信扫码——进入【徜徉书海 沐浴书香】活动页面，参加活动。

五、活动规则：

1、活动共设置 6个不同碎片，参赛选手点击观看任意 1 个视频课程，即可获得 1 个拼图碎片，参赛

选手获得上述 6 个不同碎片后，即可自动合成拼图；

2、活动期间，“拼图排行榜”以参赛选手累计获得的拼图完成次数和获得的拼图数量实时更新 TOP10；

3、参赛选手须提交准确的获奖者相关身份信息，一旦核实有误，主办方有权取消其获奖资格；

4、本次活动所有奖品不可折现，不可更换；

5、高校用户—本活动只限本校图书馆内读者参赛。

6、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所有。

六、评选规则：

比赛结束后，根据后台统计的拼图完成次数进行评选，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6 名。

拼图完成次数相同的，根据获得的碎片数量为评选名次的依据，获得的碎片数量也相同的，以完成

时间最快的为评选依据。

七、奖项设置（仅供参考，具体实际以主办方提供为准）

一等奖 1 名：蓝牙音箱

二等奖 3 名：手帐礼盒

三等奖 6 名：手持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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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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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校区学生

三、活动地点：清远校区图书馆三楼

四、活动时间：

初赛： 第一批：5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 9:00—10:30

第二批：5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 10:30—12:00

决赛： 5 月 15 日（星期天）下午 14: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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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清 U 阅读公众号报名，自行组队

参赛的 同学须注明队伍名称；报名人数均达到 150 人（50 组）后截止报名。

3、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分初赛分两批进行，每一批次限 75 人（25 组），学生自行选择参赛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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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大厅（清远）集中，由评委宣读比赛规

则。

2、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分初赛分两批进行，每一批次限 75 人（25 组）。

3、本次比赛以时间为评比依据。

4、初赛成绩前十五名小组进入决赛。

5、最终成绩以决赛成绩为准。

6、本次比赛各个场次均安排监督员和计时员。

7、图书检索工具统一使用图书馆三楼（清远）检索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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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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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奖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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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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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好书共享”微视频创作比赛

一、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二、活动时间：作品提交截止 5 月 20 日

三、比赛要求：

1、围绕主题，以微视频的形式分享自己曾经阅读或正在阅读的好书，向大家推荐阅读；

2、微视频长度要求在 3 分钟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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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风格及表现形式不限；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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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按照要求将作品上传至指定工作邮箱参加评比。

四、评比与奖励：

1、评比标准：

（1）主题（30%）：紧扣学风建设和书香校园建设的主题，健康阳光、积极向上；

（2）艺术处理（50%）：构图合理、画面干净整洁、生动和谐；

（3）创新性（20%）：内容新颖，创意性强。

2、奖项设置：

天河（花都）校区、清远校区分别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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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奖品。

五、参赛方式及要求：

1、在校学生均可参赛；

2、参赛者须保证投稿作品为原创，无剽窃行为。投稿作品凡涉及版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律责

任，均由参赛者本人承担；

3、所有投稿作品，参赛者拥有作品著作权，组织机构（主办、承办、协办、组织单位）拥有使用

权；

4、可独立参赛，也可组队参赛，组队参赛的，每队人数不超过 3 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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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艺术创作比赛”字样；

6、参赛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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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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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品报送邮箱：

天河校区、花都校区：xtwxxbtx@163.com

清远校区：GDCPLIBQY@163.com

8、作品报送截止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六、组织单位：

赛事主办单位：图书馆、校团委；承办单位：校学生会学习部、“蓝天”悦读社、“蓝海洋”图书

文化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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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软件通杯”第五届广东省职业院校简历创意设计大赛活动方案

一、活动主题：“不‘简’初心，砥‘历’前行

二、活动简介

近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22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076 万人，同比增加 167 万人，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超千万，这是近年增长人数最多的一年。

当前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人才市场供大于求，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

的情况下，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为进一步提升高校大学生的简历制作水平，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增强就业择业意

识，帮助学生尽早根据企业用人需求调整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提升就业竞争力，广东省职业

院校图书馆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广东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高职高专分委会、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及中新金桥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决定协同举办 “软件通

杯”第五届广东省职业院校简历创意设计大赛。大赛将秉承“立足就业、侧重实战、以赛促练”

的宗旨，为学生搭建展示、交流、互动的平台。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广东省职业院校图书馆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广东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高职高专分委会

承办单位：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协办单位：中新金桥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软件通）

四、参赛对象：

广东省职业院校在校学生，均可参加。

五、赛程安排

第一阶段 2022 年 4 月 1日-2022 年 4 月 9 日 大赛宣传发动阶段

第二阶段 2022 年 4 月 10 日-2022 年 5 月 20 日 大赛开始，在截止日前提交简历

第三阶段 2022 年 5 月 21 日-2022 年 6 月 15 日

由专家评选委员会对简历进行筛选提

交合格作品，由大赛组委会最终评选

出优秀简历作品。

第四阶段 2022 年 6 月 30 日
参赛选手可通过大赛官网查看获奖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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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奖项设置

*所有获奖用户需要保存原始作品文档（可编辑）作为领奖凭证，无法出示者奖项作废。

*所有奖品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

奖项 礼品 人数 备注

一等奖 价值1000元礼品 5
奖品+证

书

二等奖 价值 500 元礼品 15
奖品+证

书

三等奖 价值 200 元礼品 45
奖品+证

书

最佳人气奖（点赞） 精美礼品 50
奖品+证

书

优秀组织奖 证书 20 证书

优秀组织教师奖 证书 20 证书

优秀指导教师奖 证书 （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学生指导教师） 证书

优秀作品奖（入围） 证书 按实际参加人数的 10%（上下浮动不超过 2%） 证书

七、参赛须知

1. 内容要求

 参赛者可以自行虚拟所选定的应聘职位，按照简历的标准格式设计；

 简历内容须客观合理，照片须规范，针对求职岗位须进行条理清晰、流畅准确地表达，简

历求职意向、基本信息、教育背景、实践经历、荣誉奖励、作品展示等内容须完善丰富；

 作品主题明确，设计合理，突出个人的特色和优势，要求总体美观大方，需突出作品的创

新性、完整性、可观赏性，鼓励优秀的原创作者积极参与投稿。

2. 评分规则

评分项 分值 评分标准

外观设计 30

版面设计（15）：有封面、有正文，内容简洁大方，便于阅读、文字适

中，重点标示明显。

篇幅设计（15）：word 正文三页以内为宜、内容简明切题。PPT 形式不

限页数，美观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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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格式细节，字体大小、段落间距、行间距、页边距等格式要求要尽

量做到一致与美观。

注意颜色搭配，简历设计的颜色以庄重、简洁的风格为主，推荐采用深

蓝色、深绿色、黑色、灰色等冷色调色彩，一份简历的色彩尽量不超过

三种以上。

效果呈现 15

内容（5）：内容客观合理。

逻辑（5）：针对求职岗位进行条理清晰、流畅准确的表达（参赛学生可

自行虚拟专业相关岗位）。

文字细节（5）：标点准确、语法规范、无错别字。

简历内容 55

基本信息（5）：姓名、性别、学历等与求职相关的基本信息。

实践经历（15）：社会实践经验、社团活动、义工活动、培训等。

教育背景（5）：学习经历、成绩、外语及计算机水平等。

求职意向（10）：求职岗位、职业规划（针对不同的岗位要求来设计自

己的求职简历）等。

其他（20）：所获资格证书、荣誉、奖励、个人作品集等。

3. 提交作品

通过软件通数据库官方网站在线提交设计作品。

（https://rjt.softtone.cn/）

4. 参赛流程

 PC 端：注册—报名—提交作品

1 进入大赛官网（https://rjt.softtone.cn/）——点击“金桥大赛”模块——找到【“软

件通杯”第五届广东省职业院校简历创意设计大赛】模块——点击“我要报名”按钮。

②根据提示完成注册和登录环节。③根据步骤引导完成上传作品、添加作品名称、标

签、说明等步骤。

 移动端：注册-报名-分享-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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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扫二维码进入官网——点击“金桥大赛”模块——找到【“软件通杯”第五届广东省职业

院校简历创意设计大赛】模块——点击“我要报名”按钮。②根据提示完成注册和登录环节。

③在参赛作品栏点击作品进行分享点赞。

* 为了避免争议，参赛选手需保留参赛作品的原始文件。所有投稿作品严禁利用任何技术方法

使用他人作品的全部或局部影像。凡因违反上述规定而导致相关纠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投稿

者本人承担。

*为了大赛评选公平公正，本次评选活动严禁利用第三方投票公司及各种恶意程序进行集中刷票

或买卖票，组委会将对活动所有投票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对于涉嫌刷票行为的,将对参评作品的

票数作清零处理；若再次发现，则直接取消参评选资格。

5. 作品提交要求

 浏览器：建议不使用 360 浏览器、IE10 以下版本的浏览器上传作品。

 设计软件：word、ppt、PS 等。

 作品源文件格式导出为 ppt、doc、docx、pdf、图片格式，作品上传时必须将源文件打包

zip 格式，作品必须原创，严禁抄袭。

6. 评选机制

 评审期间，主办方将邀请设计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参赛高校就业办指导老师及企业 HR

进行初评，大赛组委会指定专家复评，最终评选出获奖简历作品。

 “最佳人气奖（点赞）”：作品点赞数排名前 50 的选手。

 优秀作品奖：所有入围到复评环节的作品，都将获得“优秀作品奖”。

7. 课程参考

 进入您所在学校“图书馆官网”——找到数字资源/电子资源——找到软件通数据库，即可

免费学习简历设计相关软件课程。

软件通数据库：https://rjt.softtone.cn/

https://rjt.softto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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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智信杯”广东省高校信息素养挑战赛

一、竞赛主题

提升信息素养，助力终身学习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广东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承办单位：广东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服务创新委员会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

协办单位：北京智信数图科技有限公司

三、竞赛时间

2022 年 4 月 1日-5 月 30 日

四、参赛对象

广东省各高校在校生（分设本科院校组和高职高专院校组两个组别）

五、竞赛内容

基于解决问题的信息意识、移动互联时代的信息道德与伦理、互联网上各种实用信息源、信息搜索

的方法与技巧、知识管理工具的使用、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工作、生活、学习、创业等场景下的

信息获取与利用等内容。

考察重点：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分析鉴别能力、信息综合利用能力。

竞赛范围参考：高校信息素养教育数据库即备赛学练系统，以下统称为备赛学练系统

（https://suyang.zxhnzq.com/）。

六、赛制规则

1.比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全部采取线上答题模式。

2.初赛为客观题，共 60 题，比赛时长为 40 分钟，每人 1 次答题机会；决赛为客观题，共 80 题，比

赛时长为 60 分钟，每人 1 次答题机会。

3.评定规则

初赛：各参赛高校图书馆组织本校学生按照规定的时间范围进行参赛，初赛成绩由系统进行自动评

分，按本科院校组和高职高专院校组分别进行排名，各组别初赛成绩排名前 300 名的选手取得决赛

资格。初赛成绩不计入决赛。

决赛：由承办单位统一组织比赛，所有入围参赛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系统完成答题。决赛成绩

由系统进行自动评分。最终奖项将根据决赛成绩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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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规则：参赛者的答题成绩、答题用时作为排名依据。首先按答题成绩高低进行排名；如果成绩

相同，则用时少者排名靠前。

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初赛和决赛题目由协办单位——北京智信数图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组织专家出题。

七、赛程安排

序号 日期 赛程安排

1 4 月 10 日前 参赛高校报名；参赛高校开通备赛学练系统

2 4 月 11 日-5 月 13 日
参赛学生：加入 QQ 群并注册登录备赛学练系统进行学

习和答题练习

3 5 月 14 日-15 日
初赛：9:00-18:00（每天）

参赛学生统一在竞赛系统进行线上初赛

4 5 月 16 日 公布各组别进入决赛的人员名单

5 5 月 17 日-27 日 决赛复习

6 5 月 28 日
决赛：10:00-11:00

入围决赛人员统一在竞赛系统进行线上决赛

7 5 月 29 日-30 日 公布获奖名单

八、奖项设置

奖项 数量 奖品及证书

一等奖 5+5 荣誉证书+价值 600 元奖品

二等奖 10+10 荣誉证书+价值 400 元奖品

三等奖 15+15 荣誉证书+价值 200 元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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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60+60 荣誉证书+小礼品

九、参赛方法

第一步：注册登录备赛学练系统（https://suyang.zxhnzq.com），手机、PC 均可。

第二步：学习视频课程，进行课后练习，试题 80%的题量与视频课程内容直接相关，20%为综合性试

题，考察综合应用能力。

第三步：初赛。初赛当天，备赛学练系统（https://suyang.zxhnzq.com ）中会有初赛答题入口，

初赛结果也会在该网站公布。

第四步：决赛。决赛当天，备赛学练系统（https://suyang.zxhnzq.com ）中会有决赛答题入口，

决赛结果也会在该网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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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建功新时代 书香满校园”书香艺术创作比赛

一、活动简介：

本次比赛包括“最美读书人”摄影比赛、“最美阅读空间”摄影比赛、“爱上广交图书馆”绘

画创作比赛、共三项赛事，展现广交学子热爱学习、热爱阅读的良好风貌，促进学风建设和书香校

园建设。

二、活动主题：“建功新时代，书香满校园”

三、比赛要求：

（一）“最美读书人”摄影比赛

1、学生利用照相机或手机，围绕主题，拍摄相片，定格图书馆、课室等校园环境下广交读书人的

最美瞬间；

2、按照要求将作品上传至指定工作邮箱参加评比。

（二）“最美阅读空间”摄影比赛

1、学生利用照相机或手机，围绕主题，拍摄相片，定格图书馆、课室等广交校园优美的阅读环境；

2、按照要求将作品上传至指定工作邮箱参加评比。

（三）“爱上广交图书馆”绘画创作比赛

1、以广交图书馆的读书环境、学生学习画面为蓝图，选择素描、水彩、油画等方式进行绘画创作；

2、按照要求将作品在截止日前交指定地点参加评比。

四、评比与奖励：

1、评比标准：

（1）主题（30%）：紧扣学风建设和书香校园建设的主题，健康阳光、积极向上；

（2）艺术处理（50%）：构图合理、画面干净整洁、生动和谐；

（3）创新性（20%）：内容新颖，创意性强。

2、奖项设置：“最美读书人”摄影比赛、“最美阅读空间”摄影比赛、“爱上广交图书馆”绘画创

作比赛天河、花都校区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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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奖品。

五、参赛方式及要求：

1、天河、花都学生均可参赛；

2、参赛者须保证投稿作品为原创，无剽窃行为。投稿作品凡涉及版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律责

任，均由参赛者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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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投稿作品，参赛者拥有作品著作权，组织机构（主办、承办、协办、组织单位）拥有使用

权；

4、可独立参赛，也可组队参赛，组队参赛的，每队人数不超过 3 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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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艺术创作比赛”字样；

6、参赛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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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作品报送邮箱：

天河校区、花都校区：xtwxxbtx@163.com

8、作品报送截止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六、组织单位：

赛事主办单位：图书馆、校团委；承办单位：校学生会学习部、“蓝天”悦读社、“蓝海洋”图书

文化志愿服务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