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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方案

诵读古今经典，弘扬中国精神。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引领社会大众亲近中华经典，增强爱党爱国情怀，制定方案

如下。

一、参赛组别

分为小学生组、中学生组、职业院校学生组（含中职、高职

学生）、中小学教师组（含幼儿园在职教师），共 4 个组别。

每组可个人参赛，也可 2 人（含）以上组成团队参赛，参赛

过程中人员不得替换、不得增加。各组别的参赛者仅限本组组别

人员。

二、参赛要求

（一）内容要求

诵读内容应为我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有社会影响力的，体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诗文和作品。当代作品应已正式出版

或由主流媒体公开发表。

（二）形式要求

参赛作品要求为2022年新录制创作的视频，高清1920*1080

横屏拍摄，格式为 MP4,长度 3—6 分钟，大小不超过 700MB 图像、

声音清晰，不抖动、无噪音。视频作品必须同期录音，不得后期

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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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开头以文字方式展示作品名称及作品作者、参赛者姓

名、指导教师、组别等内容，此内容须与作品汇总表填报信息一

致。

视频文字建议使用方正字库字体或其他有版权字体，视频中

不得使用未经肖像权人同意的肖像，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图片和

视频，不得出现与诵读大赛无关的条幅、角标等。

（三）其他要求

作品可借助音乐、服装、吟诵等手段融合展现诵读内容。鼓

励以团队形式集体诵读。

每个作品指导教师不超过 2 人，同一作品的参赛者不得同时

署名该作品的指导教师。

三、赛程安排

（一）初赛：5 月 10 日前

各县（市、区）教育局自行组织初赛，形式自定，选拔推荐

入围全市决赛的参赛作品。

（二）决赛：5 月下旬

市教育局组织专家评委对报送的作品进行评审。选取部分优

秀作品进行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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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经典诵读大赛”网络组活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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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国、全省语言文字会议

精神，切实发挥语言文字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重要作用，落实教育部、国家语委《中

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中提出的“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

势，创新‘互联网+语言文化’，开拓经典诵读新媒体传播渠道，

活化经典、活态传播”有关要求，决定举办“河南经典诵读大赛”

（网络组）比赛。现将比赛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经典筑梦向未来

二、活动时间

2022 年 4 月至 7 月

三、分组方式

活动分小学生组、中学生组（初中、高中、中职学生）、中

小学教师组、社会组 4 个组别进行。

四、活动内容

1.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或彰显中华语言文化魅力，展现当地深厚历史文化特点的中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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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诗文。

2.围绕喜迎中国共产党二十大胜利召开，反映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抒发爱国和爱党情怀，弘扬正能量，以及歌颂为

国家富强而奋斗的英雄楷模等优秀作品。

3.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有社会影响力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及教

育部统编版中小学语文教材课文等，体裁不限。

4.歌颂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贡献的一线医护人员、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健儿、各行业楷模，体现全国人民众志

成城、团结奋进的优秀作品。

五、活动流程

（一）诵读学习与练习（2022 年 4 月 11 日至 5 月 8 日）

1.学习：通过官方微信平台“豫见诵读”参与线上视频学习

和收看直播。学习内容由河南省演讲与口才学会专家、国家级普

通话测试员、知名主持人等诵读专业人士录制。

2.练习：开展“21 天朗读挑战”活动，朗读内容可选择平

台提供素材，也可由教师组建班级自主选择朗读素材，系统通过

AI 语音测评功能，帮助朗读练习和音准纠正。

（二）作品录制与上传（2022 年 5 月 9 日至 6 月 5 日）

通过活动平台录制并上传语音作品，作品上传完毕可获取系

统评分和评测报告。

（三）市级初选（2022 年 6 月 6 日至 6 月 19 日）

通过智能语音评审系统评选出各组别优秀作品，省辖市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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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综合排名前 100 名，省直管县（市）各组别综合排名前 20 名

进入市级专家评选。

（四）市级专家评选（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 3 日）

各市语委办组建专家评委会对进入初评的作品进行评审，省

辖市各组别综合排名前 30 名，省直管县（市）各组别综合排名

前 10 名进入省级评选。

（五）省级决选（2022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17 日）

专家评选委员会对参与决选选手作品进行评审。各组别分别

产生一等奖 50 人、二等奖 100 人和三等奖 150 人。

六、奖励方式

1.省级一二三等奖获奖选手由河南省教育厅予以通报表彰，

颁发获奖证书。

2.小学生组和中学生组（初中、高中、中职学生），省级获

奖选手优秀指导老师由省教育厅予以通报表彰，并颁发获奖证书,

每位选手限 1 名指导老师。

3.积极组织活动的市教体局，由省教育厅予以通报表彰，并

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

4.获奖证书在活动平台自行下载打印。

七、活动要求

1.各地教体局积极组织广大中小学师生参加线上学习和在

线练习，提升师生诵读能力和语文学习能力。

2.各地教体局提升学校和师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组织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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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生进行诵读作品录制和上传，提高活动参与度。

八、大赛组织

活动由河南省教育厅主办，北京市语言学会朗诵研究专业委

员会、河南省演讲与口才学会协办。

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活动技术支撑由北京市语言学会朗诵研究专业委员会负责。

活动指定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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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四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经典诵读作品汇总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推荐作品数: （个）

报送单位

（加盖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组别 作品名称

参赛者姓名/

参赛单位名及

人员姓名

参赛者单位 参赛者手机号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单位 名次 备注

例 小学生组 《静夜思》 赵某 **县第一小学 15812345*** 王某 **县第一小学

填表说明：

1.序号：各组别中的每个作品单独排序。

2.作品名称：准确填写作品名称。

3.参赛者姓名/参赛单位名及人员姓名：所有赛项以个人名义参赛的填写个人姓名。诵读大赛以集体名义参赛的，填写单位名称，以公

章为准，人员姓名列在单位名称后，最多填写 4 人，例：第一中学（赵某、钱某……）等 20 人；获奖证书抬头显示前 4 人姓名或单位名。

4.参赛者单位：以公章为准填写单位/学校名称。请勿填写公章以外的团体名称。

5.参赛者手机号：用于大赛官网注册、下载个人获奖证书，一个作品对应一个手机号码。

6.指导教师：不超过 2 人，准确填写指导教师所在单位。

7.作品汇总表须加盖县区教育局或局直学校公章，拍照生成 jpg 文件，命名为“某某县区/学校诵读大赛作品汇总表”。将本汇总表电

子表格、表格照片、作品视频一同发送，5月 10 日前发至市语委办邮箱 aysywb@126.com，邮件名称“单位+诵读大赛作品”。不用报送纸质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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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2 年 4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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