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时尚人文”系列大赛

活动方案

江西服装学院人文学院

2022 年 4 月



人文学院第四届“时尚人文”系列大赛
活动方案

一、赛事目的

为提升学生专业能力，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营造良好的人文

素质教育氛围，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人文学院举办第四届“时尚人文”

系列大赛活动，为学生搭建一个展现自我、提升自我的机会和平台。

二、赛事主题

青春由我

三、赛事时间

2022 年 4月—6 月

四、赛事内容

1.“创意无限·炫出精彩”专业大赛；

2.“诵读中国”经典诵写讲大赛。

具体内容参见附件。

五、组织机构

为保证本次赛事活动顺利开展，特组建人文学院赛事组委会，具

体名单如下：

主 任：邹晓春

副主任：马忠秋 付凌云 陈家华

委 员：王 健 王 敏 吴丽娜 吴晓璞 肖清波 王艳艳

成员：广告教研室、新媒体教研室、外语教研室、语言文化教研

室全体教师

六、参赛办法

具体参见各赛事活动方案。

七、奖项设置与评奖办法

（一）奖项设置

1.“创意无限·炫出精彩”专业大赛，分为共设平面设计类、视

频类、策划类、文案类四个类别，分别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 名，

三等奖 3 名,优秀奖 5名；

2.“诵读中国”经典诵写讲大赛共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



三等奖 3 名,优秀奖 10 名；

（二）评奖办法

大赛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根据评委打分，从高到低依次

确定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获奖选手；

人文学院

2022 年 4月 15 日



附件 1：

“创意无限·炫出精彩”专业大赛活动方案

一、大赛目的

为推动人文学院专业建设与发展，推动专业赛事学术氛围，带动

学生创新创业激情，同时为了检验学生在专业知识、技术、综合应用

能力，特推出人文学院“创意无限·炫出精彩”专业大赛。

本赛事旨在为人文学院全体学生提供一个实践锻炼的机会，实现

对自己所学理论知识的一次梳理和激活，养成良好的批判性思维能

力，激发自主学习的意识。通过比赛让学生直面企业、了解品牌诉求，

体验实战式教学，并反思总结，大跨步迈向行业第一线。

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人类用不同的视角表达代表着不同

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大学生群体是一个思维活跃，表达独特的群体，

今天就让我们用各自新鲜，灵光，激情，闪光的表达，用严谨的逻辑

思维和独到的专业视角，挥洒笔墨，炫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二、大赛主题

创意无限 炫出未来

三、前期宣传策划

（一）大赛宣传

1.人文学院赛事委员会联合学院学工部门，各专业教研室对本次

大赛进行广泛宣传。

2.广告教研室联合网络新媒体教研室落实召开大赛宣讲会。

3.依据学生报名情况，集中讲解大赛内容主旨。

（二）线上宣讲动员

1.4 月 18—4月 24 日，择机宣讲。

2.会议地点：腾讯会议 978 274 2664

3.参会人员：指导老师，各班参赛学生



四、大赛要求

本次大赛以大广赛、学院奖等企业发题和要求为蓝本，向全院学

生征集参赛作品作为大赛主要内容，全程形成大广赛、学院奖预赛的

选拔赛，择优培育冲刺大广赛、学院奖等级奖，以激发促进学生参加

大广赛、学院奖的主动性，积极性。

各类参赛作品按照大广赛、学院奖各赛道主题要求为基础，以原

创性为原则，同时参赛作品遵守《广告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及政策法

规、行业规范等要求。鼓励采用广告新思维、新形式、新媒介进行创

作。

（一）大赛征稿各阶段时间节点：

1.征稿时间：即日起—2022 年 5 月 25 日 24:00

2.作品评审：2022 年 5月 26 日—30 日

3.作品展览：2022 年 6月 1日—6月 10 日

4.奖品颁发：2022 年 6月 10 日

（二）大赛征稿对象：

人文学院全体学生

（三）作品要求和类别：

1.参赛作品必须按照大广赛和学院奖统一指定的命题和规定的

企业背景资料进行创作。

2.详细作品要求见：附件一

3.作品提交

本次比赛设置四个方向：平面设计类、视频类、策划类、文案类。

请同学们按照指定类别进行投稿。电子稿 5 月 25 日 24:00 前发至指

定邮箱。邮件主题名和附件名统一命名为“姓名+班级+联系电话”

具体提交方式如下：平面设计类：曾老师 2458252770@qq.com 手机

号：18779189149；视频音频类：王老师 44485542@qq.com 手机号：

19979022010 ；策划类：熊老师 870172468@qq.com 手机号：

mailto:2458252770@qq.com
mailto:1220672966@qq.com
mailto:870172468@qq.com


15270835435；文案类：吴老师 1229542645@qq.com 手机号：

17601068796。

线下提交：联系指定类别老师提交。

五、奖项设置与评奖办法

（一）奖项设置：

四类比赛分设，一等奖 1 名：证书+300 元现金；二等奖 2 名：

证书+200 元现金；三等奖 3 名：证书+100 元现金；优秀奖 5 名：证

书+奖品。

（二）评奖办法：

本次大赛组织校内评委对参赛作品（匿名）进行公平、公正、公

开遴选。采取集体评议、评委打分方式，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根据

评委打分，从高到低依次确定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获奖选手。

（三）评分标准：

1.主题分：内容健康、科学、文明、具有时代气息，必须鲜明的

突出主题，符合策略单的广告要求。

2.创意分：所用元素和构思有独创性，有特色；能够结合最新的

资料，观点阐述此次主题，画面美观，简洁；文案推文要有创意和思

想内涵。

3.表现分:能够利用抢眼的画面作品来表达作品主题，作品特征

鮮明；能够使作品的色彩搭配合理，生动逼真，风趣幽默或者引人深

思；有选择适合主题的背景为作品的演绎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

六、赛事评委

（一）平面设计类评委：广告教研室 5名教师

（二）视频类评委：新媒体教研室 5 名教师

（三）策划类评委：广告教研室 5 名教师

（四）文案推文类评委：广告教研室 5名教师

七、补充说明

mailto:1229542645@qq.com


（一）所有参赛作品必须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符合大赛主题；

所有参赛作品均不得涉及暴力、色情、非法宗教宣传等与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相抵触的内容

（二）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学生原创，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不

得出现抄袭、套作等不良行为，否则取消参赛资格；

（三）本次展览最终解释权归人文学院赛事组委会所有，所有参

展学生均视作认可上述各项规定。

人文学院

2022 年 4月 15 日



附件 2：

“诵读中国”经典诵写讲大赛活动方案

按照江西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四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的通

知》（赣教语字〔2022〕4号）文件精神及要求，经学校研究决定组

织开展“诵读中国”经典诵写讲大赛。

一、比赛目的

通过诵读经典诗文和作品，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从中华经典

中汲取智慧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彰显时代精神，展现当代大学生对

中华经典的传承与创新,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二、比赛主题

以“经典筑梦向未来”为主题。

三、参赛对象

江西服装学院全体在校师生。

四、参赛时间

即日起至 5 月 10 日。

五、作品要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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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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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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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内容须与赛事平台填报信息一致。赛事平台填报



信息应完整填写诵读文本内容，建议填写参赛作品亮点。作品提交后，

相关信息不得更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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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投稿方式

请参赛者按照要求进行作品的准备，并于 5 月 10 日前将作品材

料（电子版）及《第四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

大赛初赛作品汇总表》（附件 2）报送至人文学院语言文化教研室，

邮件主题及附件名统一命名为“姓名+班级+联系电话”。作品要有完

整的标题，请在文稿内注明个人姓名、班级、学号、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晓璞，电话：13755662960。

七、作品评选

1.评审流程：初审由人文学院指定专门教师进行评审，之后交由

专家评委进行复审，并评出获奖等级；

2.评审标准（初审、复审）：内容是否符合主题、思想是否积极

健康、是否有新颖独到的观点、条理是否清晰、表达是否准确、语言

是否优美、文笔是否流畅。

八、奖项设置

一等奖 1 名，证书+300 元现金；

二等奖 2 名，证书+200 元现金；

三等奖 3 名，证书+100 元现金；

优秀奖若干，证书+纪念品；

对于获奖作品，学校将按上级要求推荐至江西省教育厅。

人文学院

2022 年 4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