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高等学校  
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文件  

陕大外研字【 2018】 03 号  
                                                              

  关于组织参加 2018 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写作大赛、阅读大赛陕西赛区复赛和决赛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和“‘外

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三大赛事统称“大学生英语挑战赛”（Uchallenge），是

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

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北京外研在线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和中国外语测评中心联合举承办的公益大赛，是外研社 Unipus 为全国大学生

打造的展现风采、实现自我的赛事平台。“大学生英语挑战赛”（Uchallenge）的比赛

工作已经启动，陕西赛区的组织工作由我省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负责。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2018 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陕西赛区复赛，2018 年“外研社杯”

全国英语写作大赛——陕西赛区复赛，2018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陕西

赛区复赛由陕西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组织成立陕西 2018 年“外研社杯”全国

英语演讲大赛、写作大赛和阅读大赛组委会，负责制定复赛的章程和规则。大赛的日常

工作由组委会秘书组负责。 

二、参赛资格 

    演讲大赛：全国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学生、

研究生，35岁以下，中国国籍。曾获得往届“‘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外研

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出国及港澳交流奖项的选手不包括在内。 

    写作大赛：全国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学生、研

究生，35岁以下，中国国籍。曾获得往届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出国及港

澳交流奖项的选手不包括在内。 



    阅读大赛：全国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学生、研

究生，35 岁以下，中国国籍。曾获得往届“‘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出国及港

澳交流奖项的选手不包括在内。 

三、比赛程序 

大赛分初赛、复赛、决赛、总决赛。 

（一） 初赛： 

    1.演讲大赛初赛（地面赛场）：2018 年 10 月 1 日之前，陕西各大专院校自行确定

本校初赛赛事（定题演讲可参考复赛题目，也可自定）。每个初赛赛点应有不少于 20人

参赛。各参赛学校应保证本校符合参赛资格的学生有公平的报名参赛机会。 

评委组成：评委人数不少于 5人，须包含外籍评委。中国籍评委具有讲师以上职称。

比赛前应召开评委会，讨论并贯彻评分标准，以保证比赛的规范性、公平性与公正性。

可参考决赛评分标准。 

经初赛选拔得分最高的 1名选手参加陕西省复赛。 

2.演讲大赛（网络赛场）： 

参赛资格：全国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学生、研

究生和外籍留学生，35 岁以下。 

注册报名：2018年 6月 1日至 10 月 21日，选手到大赛官网的“参赛选手报名”页

面进行注册报名。注册成功后，选手注册所用的电子邮箱及手机号将成为登录参赛的重

要信息，务必牢记。选手须保证个人资料真实、有效，否则将被取消参赛资格，大赛组

委会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参赛方式：每位参加“网络赛场”的选手须提交一段参赛视频。要求如下：（1）时

间要求：6月 1日至 10 月 21日；（2）视频内容要求：以大赛组委会公布的定题演讲题

目视频为依据，自定标题进行 3 分钟英语演讲（定题演讲题目视频请见大赛官网

uchallenge.unipus.cn），提交视频时须提供视频标题；（3）视频质量要求：图像与声音

清晰，无杂音，为一个完整的演讲视频文件，不得进行编辑、裁剪等加工处理；（4）

视频格式要求：支持绝大多数视频文件格式，详见官网上传页面的要求；（5）视频大

小要求：不超过 500M。（6）手机端不支持视频上传，请于电脑端完成报名。 



选拔程序：（1）网络赛场初赛：10 月 22 日至 11 月 5 日，网络赛场组委会邀请专

家组成评审团，对视频进行初审，大赛官网公布初审通过的 300 名选手名单；（2）网

络赛场复赛：11 月 6 日至 12 日，评委对视频进行复审，大赛官网公布复审通过的 150

名选手名单；（3）网络赛场决赛：11 月 13 日至 19 日，评委对复审通过的 150 名选手

就参赛视频内容进行视频提问并打分。11 月 13 日至 19 日，Unipus 注册用户在大赛官

网上对 150名选手的演讲视频进行投票。网络赛场组委会将根据评审团评定、视频提问

成绩与网络投票票数加权得出网络赛场决赛选手成绩。网络投票环节中所获票数前三名

直接晋级全国总决赛，其余成绩排名前 87的选手直接晋级全国决赛。（4）结果公布：

11 月 20 日，组委会在大赛官网公示网络赛场结果 2 天。如公示期间发现选手有违反比

赛要求的行为，则取消该选手参赛资格。 

3.写作大赛初赛： 

2018 年 10 月 1日前，符合参赛资格的高校学生可直接向本校外语院（系）或大学

外语教学部咨询、报名。组织方式：各参赛学校作为初赛赛点，由本校外语院（系）或

大学外语教学部负责组织实施，每个初赛赛点应有不少于 100人参赛。参赛学校应保证

本校符合参赛资格的学生都有公平的报名参赛机会。 

比赛题目：各参赛学校自定。可参考大赛组委会公布的决赛样题题型。 比赛方式：

现场写作或线上写作，比赛不允许携带电子设备，不允许使用网络。 

奖项设置：各参赛学校应设置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特等奖三人，获特等奖

选手代表本校参加陕西省复赛。一、二、三等奖获奖人数分别占本校参赛选手总数的 5%、

10%、15%。所有获奖选手将获得由全国大赛组委会颁发的电子版获奖证书。大赛组委会

将为初赛组织工作突出的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电子证书。 

4.阅读大赛初赛： 

2018 年 10 月 1日前，符合参赛资格的高校学生可直接向本校外语院（系）或大学

外语教学部咨询、报名。组织方式：各参赛学校作为初赛赛点，由本校外语院（系）或

大学外语教学部负责组织实施，每个初赛赛点应有不少于 100人参赛。参赛学校应保证

本校符合参赛资格的学生都有公平的报名参赛机会。比赛内容包含四个环节：PartI.Read 

and Know(读以明己)，PartII.Read and Reason(读以察世)，PartIII.Read and Question(读以

启思)，PartIV.Read and Create(读以言志)。参赛院校可自行组织初赛，也可登陆大赛官

方网站，按大赛主办方发布的线上初赛进行比赛，组委会不做统一规定。初赛选拔 3名



选手参加陕西省复赛。 

    评委组成：院校在组织初赛时若设置主观题，应组织评委会，讨论并贯彻评分标准，

评委人数不得少于 5人，中国籍评委应具有讲师职称，有阅读教学经验。 

（二） 复赛： 

演讲大赛： 

由“陕西 2018 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组委会”组织进行，复赛胜出的

前 3名选手将代表陕西省参加全国决赛。 

比赛环节：定题演讲、即兴演讲、回答问题三部分。 

第一阶段： 

1．定题演讲：以大赛组委会公布的定题演讲题目“The Stones”，自定小标题进行 3

分钟英语演讲（定题演讲题目视频详见大赛官网 www.unipus.cn）。 

2．回答问题：回答问题：由提问评委就选手定题演讲内容提一个问题，选手回答

时间为 1分钟（评委提问不计时）。 

第二阶段： 

1. 即兴演讲：选手上场前 20分钟抽题。即兴演讲时间为 3分钟。 

2．回答问题：由提问评委就选手即兴演讲的内容提出一个问题，选手回答时间总

共为 2分钟（评委提问不计时）。 

写作大赛： 

    比赛题目由全国组委会拟定，由专人送到复赛地点，比赛开始时当场公布。复赛赛

题为议论文写作一篇（500词左右）、说明文/应用文写作一篇（300-500词），写作时间

120分钟。 

阅读大赛： 

    比赛题目由全国组委会拟定，比赛现场登陆“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赛事系

统 iTEST3.0 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现场线上答题。比赛不允许携带电子设备，不

允许使用网络。 

（三） 决赛： 

来自各省“演讲大赛”地面赛场、“写作大赛”和“阅读大赛”分别推选复赛前 3



名选手，同时全国组委会将从“演讲大赛”网络赛场选取的前 90 名选手，以及主办方

邀请的海外及港澳台地区的选手参加决赛。 

四、选手注册： 

1. 演讲大赛（地面赛场）：各校推选出参加复赛的选手和指导教师到大赛官方网站

（uchallenge.unipus.cn）注册窗口进行注册，填写个人信息。全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

将向每位注册的选手发放注册编号，选手注册后方可参加复赛和决赛。进入决赛的选手

须在 2018年 11月 5日前到大赛网站更新相关信息，复赛信息完备的注册选手方可参加

决赛。 

2. 写作大赛：大赛官方网站（www.unipus.cn）将于 2018 年 6 月 1日起开放注册

窗口。所有报名参赛的选手必须在大赛官网注册，填写个人信息。参赛选手在大赛网站

注册时所用的电子邮箱及手机号将作为参加复赛和决赛时登录大赛写作系统的重要认

证信息。没有注册的选手无法参加复赛。参赛选手注册的个人信息须准确、真实。如经

组委会查证与真实情况不符，将取消其参赛资格。进入决赛的选手须在 2018 年 11 月 5

日前到大赛网站更新相关信息，信息完备者方可参加决赛。 

3. 阅读大赛：大赛官方网站（www.unipus.cn）将于 2018 年 6 月 1日起开放注册

窗口。所有报名参赛的选手必须在大赛官网注册，填写个人信息。参赛选手在大赛网站

注册时所用的电子邮箱及手机号将作为参加模拟赛和大赛的复赛、决赛时登录大赛系统

的重要认证信息。没有注册的选手无法参加复赛。参赛选手注册的个人信息须准确、真

实。如经组委会查证与真实情况不符，将取消其参赛资格。进入决赛的选手须在 2018

年 11月 5日前到大赛网站更新相关信息，信息完备者方可参加决赛。 

五、日程安排 

演讲比赛： 

1. 2018 年 10 月 1 日前，陕西各大专院校完成初赛，并以发送 E-mail 形式，推

荐上报参加陕西省复赛学生名单（用 Excel 表格，表格见附件 2）。将报名信息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发送至电子邮箱：15829364451@139.com  

2. 比赛时间：2018年 10月（具体日期待定） 

   比赛地点：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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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8年 12 月 1日—5日，决赛。（地点：北京） 

写作大赛： 

1. 2018 年 10 月 1 日前，陕西各大专院校完成初赛，并以发送 E-mail 形式，推

荐上报参加陕西省复赛学生名单（用 Excel 表格，表格见附件 3）。将报名信息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发送至电子邮箱：15829364451@139.com  

2. 比赛时间：2018年 10月（具体日期待定） 

   比赛地点：待定 

3. 2018年 12 月 3日 决赛。（地点：北京） 

阅读大赛： 

1. 2018 年 10 月 1 日前，陕西各大专院校完成初赛，并以发送 E-mail 形式，推

荐上报参加陕西省复赛学生名单（用 Excel 表格，表格见附件 4）。将报名信息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发送至电子邮箱：15829364451@139.com  

2. 比赛时间：2018年 10月（具体日期待定） 

   比赛地点： 待定 

3. 2018年 12 月 3日 决赛。（地点：北京） 

六、陕西组委会联系方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 许小花   联系电话：88202850；15829364451 

电子邮箱：15829364451@139.com（E-mail 报名邮箱） 

联系人: 杨  跃   联系电话：88202637 

联系人: 马  刚   联系电话：81891164 

 

                         

                       陕西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2018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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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018 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写作大赛、阅读大赛     

陕西赛区组委会名单 

 

主  任：杨  跃 

副主任：陈向京   田建国   胡宗峰   杨  宏   徐玉臣   孙  坚 

李庆明   杨延龙   师新民   崔建斌   李稳敏 

委  员： 

  

 

 

 

 

 

 

 

 

秘书长：马  刚 

秘  书：许小花 

 

 

殷延军   袁小陆   周玉梅   窦文辉   王奇民   马庆林 

于艳英   胡伟华   周  爽   袁卫敏   曾小珊   刘少杰 

张  华   吴卫东   陈  蓁   王卫强   雷来富   黄永亮 

赵家红   哈红光   张  杰   杨  超   孙新法   梁  蕊 

任丽娜   李建勇   班荣学   赵金柱   拓  欣   杨玉明 

张化丽   王建武   薛英利   刘满堂   季建芬   王焕定 

任桂婷   韩红建   薛笑丛   李永安   刘淑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