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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驻英代表处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Hanban) UK Office 

A: 124 Euston Road, London, NW1 2AL 

T:  +44 (0) 20 -7388 8818 F: +44 (0) 20 -7388 8828 

E:  chinesebridge@hanbanuk.org 

W: www.chinese.cn/bridge 

 

展现汉语魅力 激扬舞台青春 

第十三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2014 全英大区赛 实施方案 

 

1. 主办：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驻英使馆教育处 

 

2. 承办：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驻英代表处 

 

3. 复赛及决赛时间： 

2014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 

 

4. 比赛地点： 

伦敦  

 

5. 选手参赛资格： 

 在校大学生； 

 年龄 18 岁至 30 岁； 

 非中国国籍、在国外出生并成长、母语非汉语者； 

 非上届赴华参赛选手。 

    

6. 比赛程序： 

1)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分为预赛、复赛和决赛； 

2) 预赛在所在国进行。复赛及决赛在中国进行； 

3) 所有选手都必须参加预赛的选拔； 

4) 各国预赛前 2 名将赴华参加复赛。往返国际旅费及在华食宿

交通由组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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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国大区赛赛事安排： 

       英国大区赛分初赛、复赛及决赛。 

初赛由各参赛单位（各孔子学院、各大学中文系及相关学系、

各大学语言中心等机构）自行组织。 

复赛和决赛由本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英大区赛

组委会统一组织安排。 

 

（1）初赛： 

初赛由各参赛单位自行组织。比赛方式、时间、地点由各参赛

单位自行安排。初赛结束后，各参赛单位推荐前 2 名选手参加复

赛。 

2014 年 2 月第 1、2 周各参赛单位举行初赛。 

2014 年 2 月 14 日各参赛单位上报： 

a. 初赛获奖名单； 

b. 初赛前 2 名进入复赛选手名单及报名表； 

c. 上报资料包括： 

1) 初赛总结； 

2) 初赛相关照片 JPG 格式（文件名称为： 图片介

绍+学校名称），需认真筛选，能较好反映筹备

宣传、组织竞赛等环节工作。 

 

（2）复赛： 

复赛于 2014 年 3 月 22 日下午抽签分组进行。 

选拔优秀选手进入决赛。 

 

（3）决赛及汇报演出： 

       2014 年 3 月 22 日晚上进行决赛。 

决赛选手依照比赛流程进行现场比赛。评委打分时，将邀请复

赛才艺突出选手现场展示才艺。同时，往届优秀选手也将获邀

莅临现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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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复赛及决赛内容及形式： 

内容： 

汉语语言能力 

中国国情知识 

中国文化技能 

形式： 

a. 自拟题目演讲： 3 分钟（含简要自我介绍） 

请选手自拟命题演讲。 

b. 文化知识问答： 2 分钟 

回答中国文化常识问题。 

c. 中华才艺表演： 3 分钟  

   中国歌曲、音乐、舞蹈、曲艺、杂技、乐器、书法、绘画、剪  

纸、武术等。 

 

9. 奖项设置： 

（一）初赛奖项设置和奖励方式由各参赛单位自行确定。 

（二）决赛奖项设置 

a. 综合奖项 

   特等奖 1 名             400 英镑 

   一等奖 1 名             300 英镑 

   二等奖 2 名             200 英镑/名 

   三等奖 3 名             100 英镑/名 

特等奖和一等奖获得者将代表英国赛区参加在中国举行的全球复赛

及决赛。 

 

b. 单奖项  

   最佳口才 1 名           100 英镑 

   最佳才艺 1 名           100 英镑 

   最佳创意 1 名           100 英镑 

   最佳知识 1 名           100 英镑     

   最佳指导老师奖 1 名     200 英镑 

 

注：现金奖品为购置汉语学习书籍读物之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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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未能获奖的其他决赛选手及复赛选手获授热心参与奖（精美礼品

一份）。 

d. 组委会根据各参赛院校初赛组织情况颁发最佳组织奖。 

 

10. 大赛特色元素与亮点：       

(一) 组委会将在比赛现场为学习汉语的学生提供就业指导和

面试机会。届时，将有多家英国龙头中资企业老总及人力资源

主管莅临现场，推介企业，挑选人才。选手及观众将有机会与

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自我推荐，开拓未来。请携带个人简

历。 

 

(二) 组委会将继续参照第十、十一、十二届比赛的奖品发放

形式，进一步鼓励和激发汉语学习的热情。 

 

11. 征集与推荐 

i. 征集试题： 

         为了更科学、客观地考察英国赛区选手的汉语水平以及对汉语

语言文化知识的认知程度，组委会将公开征集部分比赛试题。 

 

ii. 征集主持人： 

        为了使比赛进展更精彩，组委会将广泛征集优秀主持人。 

 

iii. 征集评委 

组委会将征集优秀汉语专才担任复赛评委或决赛评委，采取推

荐或自推的形式。评委最终的选定由组委会统一协调。 

 

iv. 征集精彩节目 

  欢迎推荐或自荐精彩节目于决赛当晚献艺助兴。 

 

v. 征集纪念刊资料： 

        延续过去四年的成功经验，组委会仍将为 2014 年汉语桥全英大

区赛制作《2013 年英国汉语推广年刊暨 2014 年汉语桥全英大区赛纪

念刊》。在介绍汉语桥历年比赛集锦及本届赛事的同时，展示过去

一年英国汉语推广成果，包括全英孔院和课堂风采，大事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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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语言展书展，汉语教材推广，汉语考试等。组委会将向

各参赛单位以及全英汉语届征集珍贵资料和图片。 

 

诚挚感谢各参赛单位对全英大区赛的一贯支持与参与！ 

 

 

第十三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全英大区赛组委会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驻英代表处 
124 Euston Road,  

London NW1 2AL 

T: 020 7388 8818 

F: 020 7388 8828 

E: chinesebridge@hanbanuk.org 

W: www.chinese.cn/bri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