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文件
温实集〔2020〕1 号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关于举办第三十四届校园
文化艺术节的通知
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经研究决定
于 2 月份开展校第三十四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活动。本次校园文化
艺术节以“民族魂·中国梦——阳光下成长”为主题，以展现校
园文化、班级文化，体验创作快乐、合作快乐为目的。有关活动
项目及细则通知如下：
一、工作机构：
（一）学校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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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安排：
本学期--第十八周：筹备会议。
第二十周：下发文件，各班利用寒假筹备。
下学期--第二周：展示项目（“实验十佳歌手”）启动，报名截止2
月12日（周三）下午2点。
第三周：“实验十佳歌手”比赛，具体比赛时间另行通知。
各班扫描二维码进行报名工作,网上报名截止 2 月
21 日（周五）下午 6 点；

2 月 26 日（周三）安排专题讲座：
《美术类项目说
明》；
2 月 28 日（周五）工作人员会议。
第四周：3 月 4 日（周三）组织一部分美术类的比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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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绘画、剪纸、篆刻、设计、摄影、动漫）；
3 月 6 日（周五）停课一天，集中进行各项比赛；
学生作品个展或群展启动；优秀成果展出；
第五周：3 月 14 日（周六）文艺汇演、闭幕式。
三、项目设置：
（一）集体项目：
七年级段：1.校园美化创意设计

2.合唱

八年级段：1.创艺空间设计

2.集体创作节目

（二）个人项目：
1.微电影创作

2.图文推送设计

3.3D 立体图形绘制

4.毛笔书法

5.硬笔书法

6.篆刻

7.命题创作画

8.剪纸

9.摄影

10.动漫

11.平面设计

12.器乐

13.舞蹈

14.朗诵

15.手工达人综艺创作
七年级：A. 妙厨坊；B. 美衣坊；C.纸艺坊；
八年级：D. 花艺坊；E. 家居坊；F.瓶艺坊。
（三）展示项目：第八届“唱响实验·十佳歌手”
四、评奖方法及名额
（一）集体项目获奖名额：
七年级：一等奖 7 名，二等奖 8 名，三等奖 7 名
八年级：一等奖 7 名，二等奖 7 名，三等奖 6 名
（具体奖项名称另定）
（二）个人项目获奖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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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项目按实际参赛作品数的 50％设奖，比例同集体项目。
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竞赛成绩优胜者，学校授予荣誉证书。
（三）各项目均由班级承办。各班在抽签决定承办项目后，上交
承办策划书,由学校审定并提出修改意见。学校根据实际操作情
况评选优秀承办班级。
需班级承办的项目有：十佳歌手、校园美化创意设计、创艺
空间设计、合唱、集体创作、图文推送设计、3D 立体图形绘制、
毛笔书法、篆刻、命题创作画、剪纸、平面设计、器乐、舞蹈、
朗诵、妙厨坊、美衣坊、纸艺坊、花艺坊、家居坊、瓶艺坊、文
艺汇演共 22 项。
五、有关说明：
（一）集体项目必选；个人项目第 2、11、15 项为必选，其余
12 项至少选择 7 项参加；除第 2、3、9、12 项外各项目报名人
数不限；
（二）个人项目不得兼报（除微电影、动漫、“十佳歌手”外）；
（三）提倡全员参与，要求每位学生都参与到艺术节活动中（包
括承办项目）；
（四）提倡勤俭办节，不铺张浪费；
（五）比赛期间的解释权归活动领导小组。
附：第三十四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有关比赛项目的要求及细则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2020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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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行政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13 日印发

附件：第三十四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有关比赛项目的要求及细则
（一）集体项目
1、校园美化创意设计
主题：我为校园添姿彩
参赛对象：七年级各班，每班 4-6 人，合作完成 1 幅作品
要求：
（1）形式：现场绘画、制作，分预赛、决赛两次进行。
（2）内容：根据校园的窨井盖以及周边地面，设计装饰画方案。要求平面带装饰的
效果，具象、抽象均可，风格手法不限；
（3）预赛阶段：每班出 1-2 人，现场完成 1-2 个设计稿方案（约 8 开，以圆形为主，
方形或长方形均可），2 小时。
（4）决赛阶段：优选三分之二的班级进入决赛，每班出 4-6 人，在校园现场用涂料
完成，约 2-3 小时。
（5）材料：学校统一提供多色防水涂料，其余工具材料自备。
（6）评分：主题创意 50%，制作工艺 30%，整体效果 20%。进入决赛班级评出一二等
奖，其余评三等奖。
2.创艺空间设计
主题：小角落，大智绘
参赛对象：八年级各班，每班 4-6 人，合作完成一处校园美化改造任务
要求：
（1）时间：现场制作，时间为一周。
（2）内容：以逸夫楼卫生间、茶水台、消防栓、配电箱木门为载体，各班级抽签选
择一处校园设施为对象，要体现主题，独具创意构思，积极向上，形式美观，
具象、抽象均可。
（3）材料：以丙烯颜料彩绘对象，可以适当添加立体美化装饰，所有材料、工具自
带，必须考虑到连接或粘合的牢固度和展示效果。
（4）评分：主题创意 30%，制作工艺 30%，色彩效果 20%，整体效果 20%。
3．合唱
主题：民族魂.中国梦/青春唱响
参赛对象：七年级各班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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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学校组织抽签，演唱歌曲《英才出少年》或自选歌曲中的一首。其中，自选
歌曲要求适合学生难度，内容健康向上，曲风清新活泼，展现中学生爱祖国、
爱生活、爱学习、爱集体的特点；
（2）各班级每位同学都须参赛，缺一人扣 0.5 分，依此类推，如超过 5 人，即取消
该班级比赛资格；
（3）比赛时，需穿着统一校服；
（4）现场钢琴伴奏或播放伴奏带均可；
（5）评分依据：现场纪律 10%，歌曲内容 10%，节目编排 20%，指挥 10%，演唱效果
50%。（要求：各班级待场时保持绝对安静，上下场时间不超过一分钟；节目编
排上力求新颖，表现形式多样化，比如可适当加入律动、朗诵、伴奏、伴舞等
形式）
4．集体创作
主题：民族魂.中国梦/青春飞扬
参赛对象：八年级各联盟班
要求：
（1）节目内容健康、高雅，格调清新、活泼，能充分体现本届文化艺术节主题以及
班集体积极、创新的精神面貌及班级特色；
（2）群舞节目形式不限，人数不少于 12 人（每个行政班的参赛人员不得少于 6 人）
，
时间不超过 7 分钟。戏剧节目剧种不限，人数不少于 10 人（每个行政班的参赛
人员不得少于 5 人），包括校园剧、课本剧、相声、小品、戏剧、话剧、歌剧选
段等各种形式，节目时间不超过 12 分钟；
（3）各节目表演用的服装、道具、音乐均自备，要求舞台表演及服装道具优美、大
方，赏心悦目（现场比赛时不可采用前期录音）；
（4）原创节目酌情予以加分;

（二）个人项目
1．微电影创作
微电影主题：讲文明守礼仪/幸福校园生活
内容：立足拍摄身边同学，从生活细节入手，呈现讲文明守礼仪的实验学子，或校园
生活一个场景，如呈现乐观向上、追逐梦想、乐于助人、勇于承担等等某个方面的同
学生活，通过镜头捕捉细节，描述精彩故事，展现当代实验学子阳光风采，弘扬实验
正能量。注：题目自拟。
参加对象：七年级在班级范围内组合参赛，每组 2 人以上同学合作完成。
八年级可跨班自由组合参赛，每组 2 人以上同学合作完成。
作品要求：
（1）微电影内容要求原创、完整、主题明确，健康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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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片长不超过 5 分钟；画面、音质稳定清晰；
（3）运用数码摄像设备进行拍摄，利用编辑软件进行剪辑（可结合动画制作进行修
饰，可配音、加字幕或背景音乐），使用常用播放器可以放映的格式保存；
（4）将作品刻制成光盘（一件作品一张光盘，光盘表面需用记号笔书写短片名称、
作者和班级），并将创作构思电子稿同时刻入光盘（标明作者、班级、短片名称，
说明创作思想，简述拍摄过程，介绍幕后制作软件等）；
（5）各班将优秀作品推荐到学校，作为校艺术节比赛项目，作品数不限；
（6）推荐作品的光盘于 2 月 28 日（周五）前上交至逸夫楼 205 陈剑武老师处，提交
作品前请务必确认光盘无病毒。
（7）上交两张剧照
2．图文推送设计
主题：艺术在线
参加对象：七、八年级学生，每两人合作完成 1 份，每班限报 1 组
要求：
（1）现场制作比赛，比赛当日 11：00－12：00；现场素材采集：8：30 至 11：00
（ 2 ） 现场 比赛 所使 用电 脑 ( 学校统 一安排 也可 自带 ) ， 将统 一装 windows 7 、
Office2010、Photoshop 等软件，保持互联网络通畅。
（3）制作图文推送，可结合运用图文处理、音乐编曲、视频编辑等软件进行编制，
并采用易企秀、初页、美篇等网络合成制作。
（4）图文推送作品尾页中需出现以下内容：班级、主题以及作者姓名；
（5）评分标准：版面构图要求（是否达到版面设计合理，图文并茂，文字清晰易懂）；
制作水平要求（技术运用是否准确、适当、简洁）；主题内容要求（素材获取，
内容创作及其加工属原创、构思是否新颖巧妙）；色彩要求（色彩是否和谐搭配）；
整体效果要求（整个页面的设计是否个性化，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评分以 A、
B、C、D 档次区分。
（6）提交：图文推送作品的发布链接。提交方法以现场工作人员提示为准。
3．3D 立体图形绘制
主题：我形我塑
参加对像：七年级学生，每两人合作完成一份，每班限报 1 组
要求：
（1）根据主题进行现场创作，时间为 2 小时；
（2）比赛用品：3D 打印笔（学校统一提供、也可自备）
，各色 PLA 耗材；
（3）尺寸规格：长宽高都不超过 150MM，每件作品的底板（统一分发）上注明班级和
作者姓名，并填写作品说明；
（4）参考资料不限，但不得照抄；也可预先画好构思小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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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分标准：要求 3D 造型完整，制作精致 30%，富于创意 30%，视觉美观 20%，兼
有科技性与艺术性 20%。评分以 A、B、C、D 档次区分。
4．毛笔书法
主题：不忘初心、奋发图强
参赛对象：七、八年级学生，独立完成一件作品
要求：
（1）时间：现场书写，具体内容现场提供，限时 2 小时；
（2）形式：书写字体不限，不可携带任何字典、书籍、字帖；
（3）材料：自带书写工具，纸张由学校统一提供。
5. 硬笔书法
主题：不忘初心、奋发图强
参赛对象：七、八年级学生，独立完成一件作品
要求：
（1）时间：统一时间内（午休期间）在班级里完成。
（2）要求：书写字体不限；下午第三节课后上交规定地点。
（3）材料：自带书写工具，建议使用钢笔书写，纸张（16 开）由学校统一提供。
6．篆刻
主题：不忘初心、奋发图强
参赛对象：七、八年级学生，独立完成一件作品
要求：
（1）内容：自备印章一方“不忘初心、奋发图强（二选一）”。现场命题篆刻，提供
小篆字体样本，限时 1.5 小时，可带篆书字典；
（2）材料：所有材料工具自备，完成后印在由学校提供的宣纸上。
7．命题创作画
主题：美丽城市/幸福校园
参赛对象：七、八年级学生，独立完成一件作品
作品要求：
（1） 形式：可选择国画、水彩、水粉、素描、版画等，蜡笔除外。
（2） 主题：可选用与主题相关的内容，可自拟标题。
（3） 尺寸：国画四尺对开（69*69 厘米）或四开（55*39 厘米），水彩、水粉、素描、
版画等均为四开（55*39 厘米）。纸张由学校统一提供（国画纸张自备）。
（4） 时间：现场创作，并完成作品说明表格，限时 2.5 小时。
（5） 评分：主题创意、制作水平、色彩搭配、构图造型、整体效果，各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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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剪纸
主题：不忘初心、奋发图强
参赛对象：七、八年级学生，独立完成一件作品
要求：
（1）主题：围绕主题进行构思和表现；可自拟标题。
（2）时间：现场制作，在 2.5 小时内完成；
（3）材料：纸张、封塑片由学校提供（8 开），其余材料、剪刀、刻刀等自备；
（4）尺寸：作品统一为 22*33 厘米和 22*22 厘米两种规格，允许误差为 1-2 厘米，
可带参考图，不允许带样稿进行对刻；
（5）评分：创意构图 30%，制作工艺 40%，整体效果 30%。
9．摄影
主题：青春印记
参赛对象：七、八年级每班不超过 2 人
说明：在规定时间内拍摄校园中动态的人物、静态的景物，体现美丽、健康的校园
氛围，反应校园文化及中学生风采。（具体拍摄时间另行通知）
作品要求：
（1）使用数码相机，图片采用 jpg 格式，大小在 300 万像素以上，选手自带数据
线或读卡器。
（2）每位选手上交三张作品，并在规定时间内拷贝至负责老师的电脑上。
（3）作品需编号，并附标题、班级、姓名。
备注：
（1）为防止病毒，拍摄前请务必将存储卡格式化后再进行拍摄！
（2）提交的参赛作品务必在上交前挑选好，并为之命名！
10.动漫创作
主题：文明公约、垃圾分类
参赛对象：七、八年级学生，独立或两人合作完成一件作品
作品要求：
（1）形式：手绘或电脑作图两种均可。
（2）内容：七年级学生参照《实验学子文明公约》，选择其中任何一条或几条进行
漫画创作，标题自定，单格、多格不限；八年级学生以《垃圾分类》为主题，设计一
个校园故事进行漫画创作，标题自定，单格、多格不限；所有作品附简单文字说明，
贴于作品背面。
（3）时间：手绘现场比赛；电脑作图需提前自主创作完成，于比赛前一天交作品，
并于比赛当天到场创作。（若发现他人代笔或创作，取消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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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格：手绘漫画作品统一为 4 开大小（39*55 厘米），纸张由学校统一提供；
电脑绘图需要打印在 A3 纸上（29*42 厘米）。
（5）评分：主题创意、制作水平、色彩搭配、情节造型、整体效果，各占 20%。
11．平面设计
主题：垃圾分类公益海报设计
参赛对象：七、八年级学生，独立完成一件作品
要求：
（1）内容：围绕垃圾分类为主题，原创构思，作品要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较强的
设计冲击力，并易于识别和传播。
（2）时间：作品现场制作，可采用水粉、水彩、马克笔、毛笔等工具绘制，并完成
设计说明表格，限时 2 小时；
（3）尺寸：统一为 4 开（39*55 厘米），纸张由学校统一提供。
（4）评分：主题突出 20%，创意深度 20%，色彩搭配 20%，整体构图 20%、制作水平
20%。
12．器乐
参赛对象：七、八年级各班不超过 2 个节目
要求：
（1）形式：包括小合奏（4-15 人）或独奏（1-3 人），可以跨班联盟参赛，但选手不
得重复参赛。小合奏时长不超过 5 分钟，独奏时长不超过 4 分钟；
（2）中外乐曲自选一首，演奏乐器除钢琴外，其余乐器自备；允许钢琴或其他乐器
作为伴奏（伴奏人员可以是其他班级同学组合，伴奏人员不占该同学所在班级
的节目名额）；
（3）评分标准包括：技能技巧、乐曲风格、艺术表现力、舞台风度、艺术效果等。
评分比例各占 20%分。
13．舞蹈
参赛对象：七、八年级学生
要求：
（1）形式包括独舞、双人舞或三人舞；双人舞或三人舞组合可以跨班联盟参赛，但
选手不得重复参赛；
（2）独舞、双人舞或三人舞节目时长不超过 5 分钟；
（3）要求内容积极向上，有一定的思想性、艺术性；体现学生特点，不可成人化；
（4）有一定的舞蹈能力，表演具有感染力；
（5）舞蹈用服装、音乐均自备，如伴奏一律采用 MP3 格式，并提早发给项目负责人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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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金话筒主持人/配乐诗朗诵
主题：精彩校园（七年级）、“厉害了，我的国”（八年级）
参赛对象：七、八年级学生
要求：
（1）形式主题：A.七年级金话筒主持人; B.八年级配乐诗朗诵;
（2）金话筒：每班限报 1-2 人；
参赛要求：普通话标准，发音纯正，有节目策划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主持人要
求仪态大方，举止文雅，有亲和力，思維活跃，有一定的应变能力以及现场的组
织调控能力。
比赛流程：
① 自我介紹一分鍾，包括自己的個性，特長以及組織風格，進行簡短的介紹。
② 主持展示兩分鍾，選手賽前抽取相對應的題目，比如題目：如學校組織各類
活動的現場主持。藝術節，晨會，運動會等等。
（3）配乐诗朗诵：表演人数在 8 人以内；
参赛要求：
① 独诵时间控制在 4 分钟以内，多人诵控制在 5 分钟以内，超时将予以扣分；
② 文章内容积极向上，格调高雅，符合主题，选择的背景音乐应与文章的内容相
融；
（4）评分标准：
思想内容 20%：内容健康、向上、紧扣主题；
精神面貌 10%：自然大方、出入有序有礼、精神饱满、衣着得体；
朗诵能力 35%：普通话标准、吐字清晰、节奏韵律明显；
15.手工达人综艺创作(A.B.C 为七年级项目，D.E.F 为八年级项目)
A. 妙厨坊
主题：仿真美食，再现生活
参赛对象：七年级学生，独立完成一件作品
要求：
（1）充分发挥创意思维，利用各种可塑手工材料，如粘土，衍纸，布料，毛线，羊
毛等，制作仿真食物，如水果盘、寿司、拉面、甜点等；
（2）现场制作，表现形式、材料不限，并完成作品说明表格，作品尺寸限 40 厘米×
40 厘米之内，限时 2 小时内完成；
（3）所有工具、材料自备；
（4）评分标准：创意 30%，制作 30%，色彩 20%，整体效果 20%。
B.美衣坊
主题：花样年华、美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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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对象：七年级学生，独立完成一件作品
要求：
（1）充分发挥创意思维，利用各种布艺材料（如布头、毛线等）、纸艺材料（纸、无
纺布等），添加适当的装饰，制作一件有创意的服装；
（2）现场制作，表现形式、材料不限，并完成作品说明表格，限时 2 小时内完成；
（3）学校提供人偶模型一个（如芭比）
，参赛选手需按人偶尺寸比例制作服装，并在
人偶上展示服装效果；
（4）评分标准：创意 30%，制作 30%，色彩 20%，整体效果 20%。
C. 纸艺坊
主题：玩转纸藤，闲趣生活
参赛对象：七年级学生，独立完成一件作品
要求：
（1） 通过立体造型、色彩搭配、图案装饰等手法，用各色纸藤编制一件兼具创意
与美感的容器（如盘、碗、瓶、罐等）；
（2） 现场制作，表现形式不限，可附创意说明，限 2.5 小时内完成；
（3） 学校统一提供塑形用铁丝，其他材料工具需自备（如纸藤、皱纸、白胶、剪
刀、钳子等）
（4） 评分标准：造型创意 25%，制作工艺 25%，色彩效果 25%，整体效果 2
D. 花艺坊
主题：花开实验、情满校园
参赛对象：八年级学生，独立完成一件作品
要求：
（1）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以天然植物花材为主材，完成插花的各种造型；
（2）现场制作，并完成作品说明表格，限时 2 小时内完成；
（3）所有工具、材料自备；所有花材不可预先修剪，必须现场修剪，人造植物或花
材不能使用（过分夸张的花架不允许带入赛场）。参赛选手根据设计自带插花所需各
种花材、工具等，如：花材、花泥、花器、水、辅材、喷壶和修剪工具；
（4）评分标准：创意 30%，制作 30%，色彩 20%，整体效果 20%。
E. 家居坊
主题：巧手饰家、品质生活
参赛对象：八年级学生，1-3 人共同完成一件作品
要求：
（1）充分体现家居装饰与实用创意设计，利用各种材料（木质、竹质、金属、轻泥
等综合材料，通过切割、弯曲、粘合、重组等手法），制作立体或半立体的墙面装饰
作品，如壁挂、壁画、挂钟、壁灯等；
（2）现场制作，表现形式、材料不限，并完成作品说明表格，作品最长尺寸限一米
之内，限时 2.5 小时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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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工具、材料自备。
（4）评分标准：创意 30%，制作 30%，色彩 20%，整体效果 20%。
F..瓶艺坊
主题：和瓶共处，妙艺迎春
参赛对象：八年级学生，1—3 人合作完成一件作品
要求：
（1） 现场制作一个兼具创意与美感的花瓶，表现手法不限；
（2） 可利用任何材料进行造型与装饰，务必考虑连接和粘合的牢固度与展示效果；
（3） 花瓶高度不低于 30 厘米，不一定必须装水；
（4） 评分标准：造型创意 25%，制作工艺 25%，色彩效果 25%，整体效果 25%
（三）展示项目
第八届“唱响实验 ∙ 十佳歌手”比赛
主题：唱响实验.青春风采
对象:七、八年级全体学生，名额不限
比赛时间：第二、三周（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要求:
（1） 独唱或 2-3 人组合，组合可以跨班联盟参赛，但选手不得重复多次参赛，需事
先给组合命名；
（2） 分七、八年级进行海选，各年级选 10 人（组合）进入总决赛；
（3）曲目内容健康向上，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音准、节奏准确，有一定的歌唱能
力和表现力；
（4）参赛服装体现学生特点，台风大方，举止得体；
（5）海选阶段每人清唱一段；总决赛阶段伴奏带自备，一律采用 MP3 格式，并提前
传给项目负责人（另通知）。
表彰形式：评出第八届“唱响实验十佳歌手”、
“最具人气歌手”和“实验十佳歌手入
围奖”，由学校授予荣誉证书，并展示“唱响实验十佳歌手风采”。同时认定“十佳歌
手”为艺术节声乐一等奖，“十佳歌手入围奖”为艺术节声乐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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