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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北外国商杯世界中学生汉语比赛指导手册 

                           --点亮青春 · 汉语有约 

 

 

一、活动名称：第一届北外国商杯世界中学生汉语比赛 

二、比赛主题：点亮青春·汉语有约 

三、活动主办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成立于 1941 年，是教育部直属、

首批“211”工程高校、“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高校、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全国大学生满意

度排行中位列第二，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薪资排名第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IBS BFSU)作为大学教学规模最大、最具有国际化氛围的学院，

目前有 1200 中国学生和来自 80 多个国家的近 600 名国际学生在进行全日制本科和硕士项目

学习。学院提供中文和英文两种授课语言，学生可根据自身语言优势选择相应项目学习。 

四、活动目的：为全世界学习中文的中学生提供一个展示中文能力的舞台。以语言为媒介，促

进世界文化交流。 

五、比赛时间： 

(一) 预赛： 10 月 17 日-10 月 21 日初赛报名及提交视频作品； 

10 月 28 日公布进入决赛名单和比赛演讲主题。 

(二) 决赛： 11 月 19 日-11 月 20 日 （具体决赛时间以后期公布为准） 

六、参赛要求： 

(一) 年龄 14-20 周岁，非中国国籍、全球在校初、高中学生； 

(二) 汉语学习总时长不低于 160 小时，相当于 HSK3 水平及以上，即可报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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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赛事安排： 

(一) 比赛重点考察以下内容： 

1. 中文听说读写能力 

2. 中国语言文化实际运用能力 

(二) 比赛安排： 

      比赛分为预赛阶段和决赛阶段，其中： 

1. 预赛：提交视频。在 10 月 17 日-10 月 21 日内，将符合要求的录制视频发送至

ibsbfsu.international@gmail.com；邮件主题命名为“北外国商汉语比赛+国籍+护照姓

名” 

2. 决赛：3-5 分钟线上主题演讲+3-5 分钟问答（主题演讲提问+汉语知识问答） 

八、比赛内容： 

(一) 预赛阶段设置 

1. 比赛形式 

主题演讲视频 

2. 预赛阶段演讲主题 

 

    

 

 

3. 视频要求 

1) 参赛者须按照“自我介绍、主题演讲”的顺序录制视频，视频总时间长度不超过 3 分钟； 

2) 自我介绍必须包括姓名、年龄、国籍、所在学校，其他内容自选。自我介绍时间不超

过 1 分钟； 

3) 参赛者录制视频时需要保持声音响亮清楚，演讲内容主题突出，观点明确。 

预赛演讲主题（选择一个主题即可） 

我的家乡 我身边的中国元素 

学会中国话，朋友遍天下 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 

我的中文老师 有趣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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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赛视频需本人正面面对镜头，不得用帽子、口罩等物品遮挡脸部；镜头范围内不得

出现除参赛者本人以外的人员和声音。 

5) 视频格式要求： 

 视频横屏； 

 视频格式为 MP4, 像素不低于 720x 576，视频大小不超过 150M； 

 视频背景需干净，最好可以是白色或者纯色视频背景，选择安静房间录制。 

 5）报名材料： 

 申请表 （请见附件一） 

 声明表 （请见附件二） 

 护照复印件 （JPG 格式，且不超过 1M） 

 个人生活照一张 （JPG 格式，且不超过 1M）    

(二) 决赛阶段设置 

1. 比赛形式 

  线上实时演讲 （ZOOM 平台） 

2. 比赛时长： 3-5 分钟主题演讲+3-5 分钟问答（主题演讲提问+汉语知识问答） 

1) 参赛选手须先进行不超过 1 分钟的自我介绍（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年龄、国籍、所

在学校、兴趣爱好）； 

2) 从指定话题中选择一个，自行提前准备 PPT 和演讲稿，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演讲； 

3) 评审老师根据参赛选手的演讲内容进行提问，并进行汉语知识问答。 

九、奖项和奖励办法： 

(一) 现金奖励方案： 

一等奖：1000 元 

二等奖：800 元 

三等奖：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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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现金奖励方案： 

荣誉证书：所有获得名次的参赛者均可获得荣誉证书。 

一等奖：本人报读北外国商中文授课本科项目，100%第一年学费奖学金（价值人民币

26,000 元）。 

二等奖：本人报读北外国商中文授课本科项目，80%第一年学费奖学金 (价值人民币

20,800 元)。 

三等奖：本人报读北外国商中文授课本科项目，50%第一年学费奖学金 (价值人民币 

13,000 元)。 

参与奖： 所有进入复赛的选手均可获得电子参与证书，同时本人报读北外国商学历项目，

可免除项目申请费（价值人民币 800 元）。 

以上奖项、奖励均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提供，现金奖励方案与非现金奖励方案

仅可选择其中之一使用。为提高学历奖学金录取率，请先联系我院招生办公室

(solbridge@bfsu.edu.cn) 获得确认后，在指导下使用。每年 9 月份入学，需当年的 6 月 15 日

前完成注册申请。 

*本赛事所事宜最终解释权归北外国商。 

十、联系方式 

电话：0086-10-88816563 

邮件：ibsbfsu.international@gmail.com / solbridge@bfsu.edu.cn 

 

 

                                                                                                                                                                                    

附件一、第一届北外国商杯世界中学生汉语比赛报名表 

附件二、声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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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北外国商杯世界中学生汉语比赛报名表 

Registration Form 

The 1st IBS BFSU Chinese Proficiency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点亮青春 . 汉语有约 

Bright Youth，Fun Chinese 

 

【基本信息 Basic Information】 

中文姓名/Name (in Chinese, if applicable):                   _    

护照用名（英文）/Name as on Passport (in English)： 

姓/Surname:                                              

名/First Name: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日/Day     月/Month      年/Year         

出生地点/Place of Birth: 国家/Country:           城市/City:                           

国籍/Nationality:            证件号码/ID No.:                                     

男/Male: □  女/Female: □  

第一语言/First Language:                   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              

电话/Tel:                       

电子邮件/E-mail:                                                                       

 

【受教育情况/Educational Background】 

学校                                在校时间 

Name of middle school / high school       From/To             

                                                                         

你是在哪里学习的汉语? Where did you learn Chinese? 

初中/高中 middle school / high school  □  

培训学校 training scho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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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others □ 

请列出你学习过汉语的学校的信息 Please list the names of the schools/language institutions that you learn 

Chinese: 

序号 No. 学校名  

School Name   

学校邮箱  

School Email 

学校网址/FB 页面 

(Website or Facebook of 

the school) 

学校 1  School No. 1    

学校 2  School No. 2    

学校 3  School No. 3    

学校 4  School No. 4    

 

学习汉语时间/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Chinese?:                               

是否曾经在中国学习/生活 Have you studied/lived in China before？ 是 Yes □ 否 No □ 

如果是，多长时间/If yes, for how lo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参加过其他汉语比赛/Have you participated in other Mandarin Chinese Competition(s)?  

是 Yes □ 否 No □ 

如果是，请列出比赛名称/If yes, please list the names of the Competition(s): ________________ 

是否在其他汉语比赛中获奖/Have you won any prizes in the other Mandarin Chinese Competition(s)?  

是 Yes □ 否 No □ 

如果是，请列出奖项名称/If yes, please list the names of the priz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报名材料/Other documents required (Please make sure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are submitted and 

ticked) 

  护照复印件/Copy of the Passport Photo Page （JPG 格式，且不超过 1M / JPG file, less than 1M） 

  个人生活照一张/One Photo （JPG 格式，且不超过 1M / JPG file, less than 1M） 

请将本申请表、相关报名材料、签字后的声明以及参赛作品同时发送至 ibsbfsu.international@gmail.com，邮

件主题统一命名为“北外国商汉语比赛+国籍+护照姓名” 

Please submit your video with the Application Form, required application documents and signed 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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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at the same time. And please name the subject of the email as “IBS BFSU Chinese Proficiency Competition 

+ your nationality + passport name” 

 

声明/Declaration Form 

 

本人自愿报名参加第一届北外国商杯世界中学生汉语比赛，并郑重作出声明，承诺遵守如下规则: 

I am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1st IBS BFSU Chinese Proficiency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I hereby declare that 

1. 按照比赛规定填写报名表，且确认所有信息真实、有效。 

I have completed the Application Form duly and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true and correct.  

2．本人完全理解并同意比赛实施方案等相关规定。愿意遵守所有与之相关的规则，承担因违反相关规则产

生的后果。 

I fully understand and agree to comply with the competition guidelines & rules concerned and will bear the 

consequences of any violation against the rules. 

3．本人参选过程中的声音、行为等将被录音录像，比赛组委会和（或）其指定单位有权在节目制作和（或）

相关宣传中无偿使用上述资料。 

I authorize the Competition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or parties designated by the Competition Organizing 

Committee to take photos and digital recordings of me and my performances during the competitions and the use of 

any of these materials in any and all media for programming and/or promotional purposes and I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I will not receive any payment for the publications.  

 

 

 

选手签字/Signature of the applicant:                日期/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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