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南华大学第二十二届英语演讲比赛

暨湖南省普通高校第二十八届英语演讲比赛选拔赛的通知

各学院：

南华大学第二十二届英语演讲比赛决赛定于2022年4月23日举

行。校赛演讲比赛主题：China’s Wisdom for the World（可自行添

加副标题）.

省 赛 题 目 及 国 赛 届 时 请 关 注 官 方 网 站 ：

https://uchallenge.unipus.cn/c/2022-03-20/510037.shtml，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参赛对象

我校 2020 级、2021 级全日制本科生。

二、参赛代表队组成

1、各院分班级和院级进行二级比赛，从院级比赛中确定参加学校

比赛的代表队。

2、根据各学院学生人数规模及外语分类：船山学院、语言文学学

院派出英语专业代表队和非英语专业代表队各一支，衡阳医学院派出

非英语专业代表队两支，其余学院派出一个代表队参加学校比赛。每

个代表队中 2020 级选手两名，2021 级选手一名；同时确定领队一名、

指导教师一名（可兼任）。

三、比赛时间安排：

1、报名时间：请各参赛学院在 4月 17 日（星期日）将报名表（附

件 1）电子版发送给语言文学学院学习部刘紫琳，邮箱：



3405679612@qq.com，纸质版（加盖学院公章）由各学院代表队报送

语言文学学院学习部康彤，联系方式：19173815902。同时各代表队

需提交各参赛选手命题演讲稿打印件 9份（稿件上不得有任何特殊标

记）。

2、比赛时间：2022 年 4月 23 日

上午----2020 级选手 下午----2021 级选手

四、比赛程序：

本次比赛包括定题演讲和即兴演讲两个环节。其中即兴演讲题由

每一场次的第一位选手抽取。每个选手即兴演讲准备时间为 4 分钟。

五、比赛的组织领导

1、比赛领导小组

组长由学校主管领导担任。

副组长由教务部、学工部和语言文学学院分管领导担任。

成员包含各代表队领队。

2、比赛办公室成员由教务部和语言文学学院相关科室负责人组

成。

3、参赛人员资格审查由比赛办公室负责进行审查。

4、比赛评委会由比赛办公室聘请专家组成。

六、比赛结果与奖励

1、本次比赛设团体奖与个人奖。奖励分一等、二等、三等三个等

级。

团体奖设一等奖两个，二等奖三个，三等奖四个。英语专业代表



队在各等级中最多各一个。

个人奖项的数量根据参赛选手的数量确定，其中一等奖 6%，二

等奖 10%，、三等奖 15%。英语专业选手在各等级中最多各一个。

每个等级中团体比赛与个人比赛一并进行，参赛选手的得分既计

入团体总分，又作为个人参赛得分。

2、奖励：团体奖分别颁发证书，个人奖分别颁发证书和奖状。

七、其他

1、本次比赛由教务部主办、学工部协办，语言文学学院承办。

2、演讲比赛中，选手不得使用任何有明显标志性的道具。

3、学校将在 2020 级选手中选拔人员参加湖南省普通高校第二十

八届英语演讲比赛。

八、物资准备及经费预算

名称 单价/元 购买途径 个数 总价/

元

备注

嘉宾牌 2 新校区图书馆 20 40 学院报销

流程单 0.2 新校区图书馆 22 4.4 学院报销

评分细则 0.2 新校区图书馆 20 4 学院报销

奖状 2 新校区图书馆 22 44 学院报销

嘉宾邀请函 3 淘宝 15 45 学院报销

饮用水 1.5 生活驿站 30 45 学院报销



车费 30 线上 2 60 学院报销

一次性纸杯 15 淘宝 1 15 学院报销

茶叶 15 淘宝 1 15 学院报销

5号电池 3 生活驿站 2 6 学院报销

总价 ￥278.4 学院报销

教务部

2022 年 3月 24 日

附件 1、2022 年度南华大学英语演讲赛报名表

附件 2、2022 年度南华大学英语演讲赛评分标准



演讲稿式样

Title (标题居中，3 号字，times new roman 字体)
（空一行）

Ladies and gentlemen:
（抬头及正文 4号字， times new roman 字体）

（双面打印）

（演讲稿上不得有任何其他可能表明身份、专业、学院的标
记或字词.）



2022 年度南华大学英语演讲比赛选手报名表

学院(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

领队： 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选手姓名 性别 专业班级 场次 备注

第一场 上午 08:00－10:00 出场

第二场 上午 10:00－12:00 出场

第三场 下午 14:30－16:30 出场

（各代表队出场场次以本表为准，不临时更改）



2022 年度南华大学英语演讲赛评分细则

1. 命题演讲评分标准：(以 50 分计):

A (100%) B (80%) C (60%)

语言能力（15分）

语音语调标准，口齿清楚,语
句流畅、用词准确，无明显语法

错误，显示出较强的语言能力。

有个别发音错误，或偶有语句

不畅，或有个别用词不当，或有

个别语法错误时，均应扣分，但

扣分不超过 3.0分。

语言表达能力差，语句不流

畅。或有多处词汇，语法错误

演讲内容（12分）

有较强的思想性、逻辑性、说

服力和感染力，能旁征博引，结

合实际，有独立见解，体现出当

代大学生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

思想性一般，或虽有一定的

思想性，但缺乏表现力度与层次

时，均应扣分，但扣分不超过

1.0分。

演讲内容空的，缺乏条理，逻

辑性差，

演讲技巧（12分）

善于正确把握面部表情、手势

和体姿，音调抑扬顿挫，富于变

化，有熟练的演讲技巧，能吸引

观众，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演讲技巧一般，面部表情不丰

富，或语音单调时，均应扣分，

但扣分不超过 1.0分。

演讲呈背书状，表情呆滞，缺

乏感染力，

时间掌握（4分）

命题演讲时间为 3 分钟，提前

或延迟不超过 15秒。

演讲时间提前或延迟超过 30
秒者，均扣 4.0分。

整体形象（7分）

举止得体，情绪饱满，仪表端

庄，气质良好。

整体形象有欠缺，视具体情况扣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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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即兴演讲评分标准：（以 50 分计）

A (100%) B (80%) C (60%) D (40%)

内容

（20分）

观点明确，思想清晰，逻

辑合理，用词准确，表达

清楚，思绪流畅，一气呵

成，无语法错误。

观点明确，思想比较流

畅，表达比较清楚，无明

显语法错误。

观点比较明确，句子通

畅，有少数语法错误。

观点模糊，词不达意，有

较长停顿及多处语法错

误。

口语

（16分）

声音洪亮，口齿清楚流

利，语音真确纯正，语调

地道，自然，表达能力强，

能较好地把握节奏，抑扬

顿挫，语音极富感染力，

引人入胜。

发音比较清晰，语音比较

纯正，语调自然，能较好

地把握节奏。

发音不太清晰，语调平

淡，没有明显地节奏。

声音含糊不清，语调生

硬。

台风

(10 分)

表情大方、从容、手势优

雅得体，具有大家风范，

镇定自如。

表情比较大方，手势自

然，无多余动作。

表情稍紧张，手势不自

然，有多余动作。

目光游离不定，表情紧

张，不断有多余动作。

时间（4分） 即兴演讲时间为 1分 45 秒~2分 15 秒，演讲时间提前或延迟超过 30秒者，均扣 4.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