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技本部国クト人オ研究中心

国科研友 (2019)13号

美子升展学邦在銭杯・ 2019“我与外教"全国征文

大奏萱 “我最喜愛的外教"主題宣特活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宣格市及副省坂城市科技斤 (委、局,外 国寺家

局)、 教育斤 (委、局),新覆生声建没兵困科技局 (外 国寺家

局)、 教育局,各有美学校、単位 :

力深入貫御落実可近平恙ギ泥美子 “カロ張国豚人オ交流合作"

“サ好中国故事,侍播好中国声音"等 重要併活不口指示精神,銘

泥片大外国文教寺家来年作出的突出立家,以及寺中国岬生回友

生的撼人故事、名下的深厚友疸。姪オ;ヒ 准,升展学邦在銭杯・2019

“我与外教"全国征文大界盟 “我最喜愛的外教"主題宣侍活劫 ,

向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献礼。

本届活劫在科学技本部外国寺家服弁司的指早下,由 科学技

本部国外人オ研究中ノむ主力、,北京不球英オ交流促邊会 (外教人

オ寺立委員会)、 《国隊人オ交流》染恙承力、,北京学邦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跡力ヽ。主要面向在準外教、中国教 llT不口在校大学生 ,

秋板展示片大外籍教岬的精神凩貌,村立外教行立に好形‐2_,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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辻外籍教 llT tt lI建 没,伐化外籍人オ来年不境,力 我国辻一歩材

大対外升放作出貢献。

“我々外教"大界系列活劫白2011年 以来已逹装挙力、七届 ,

期同述俎須了 “我最喜愛的外教"“ 功励外教 "千
=“ |ヽ 教中国"

年度人物浮迪活劫、挙力、了六届 “国隊化人オ之fゴ モ量。在各

地外寺局、教育FT(局 )禾口各有美学校、単位自ヤ支を下, マ詈活

劫均取得園満成功,受到国内外片大岬生的攻迎与喜愛,涌 現出

大批仇秀的征文不口撮影作品,以及沿威廉、臭雪莉等一些外教榜

祥人物,声生釈板良好的社会反噛。
´

清各地相美部 |マ 千コ各有美学校単位墾紋か張対本届大界活劫

的俎須頷早,秋板住好宣侍和友劫工作,力 仄祝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菅造に好的典透久曰。

科学技

( Ｆ
Ｄ

科学技本部国外人オ研究中ノOF「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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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邦在銭杯・ 2019“我与外教"全国征文大奏

萱 “我最喜愛的外教"主題宣借活劫方案

在前七届 “我寺クト
="た

奏系列活劫取得園満成功的基拙上,本

着侍承与唸J新 的原只1,=吾 夫賽活劫方案似定如下 :

一、参奏荘目

(一 )全 Ξ薯看 |卜 国文教寺家的学校、科研院所及各炎机掏。

(二 )全 亘各有美学校教りT、 大学生、社会人士。

(三 )所有在準或曽来年工作自ヤクト籍教りT。

二、参奏要求

(一 )征文大賽作品要求

1.参賽作品須足作者原含1井且没有在公升出版物上友表,貼近生

活実昧,体現叶代精神,炎 出彼此曰支亡、情家。題 目自似,趣材不

限。参賽作品不得抄染或有其他逹反■回相美法律法規的内容。

2。 征文大界面向全国各有美学校教 IT、 大学生、社会人士,主趣

力与外籍教りTえ 同友生的疼人故事、芳下的深厚友疸等,須力中文稿

件,字数在1000-3000字 え同,字体力末体,正文力四号字;攻迎配

有相美清晰度校高的圏片 (13張 ),井対日片作筒要文字滉明。

3.所有参界作品,清弁又注明作者姓名 (仝称 )、 性男1、 年蛉 ,

日前所在学校単位、洋如地址、由「編,以及本人或所在学校単位咲系

人的具体咲系屯活 (手机),否只1祝力元妓。

-3-



4。 参賽作品共分両俎:大 学生垣 r卦
=二 奄三),社会人士姐 (合

教岬等已参カロエ作人員等)。

(二 )“ 我最喜愛的外童"推存要求

1.推存的 “我最喜愛自i■教"需具各以下条件 :

(1)対準友好,富有愛′む,事述炎出,具有 良好声誉禾口社会影噛 ;

(2)教学成鏡炎出,表学方式員活,受 到中国岬生攻迎喜愛 ;

(3)持有 《外国人三 11寺 可江》,在準工作累 it叶 同2年 以上。

2.推存材料要求 :

(1)客現真実、重
=突

出、表述准碗,字数在2000字 以上 ;

(2)攻迎提供能年■クト教授深水平的精彩影像資料 ;

(3)lli存単位需填写 《“我最喜愛的外教"登氾表》 (几 附件),

如未填写祝力元妓。

所有征文作品禾口〈“我最喜愛的外教"登泥表》清以由F件形式 (由F

件主題清各注投稿垣 11、 参賽単位等信息)友送至大賽活劫姐委会力、

公室指定由「箱wetalent@waijiaO.Org.cn。

大賽活劫姐気方寸参賽作品和推存材料柵有扱妖、染志、国ギ、

国外的編輯、出版、友布板。

三、活劫歩課

本届大賽活劫2019年 3月 店劫,共分四今隣段。

(一 )宣侍友劫,下友通失ローー2019年 3-4月

1.下友大賽活劫通知至各地相美部 1可 和各有美学校単位。

2.在 《国際人オ交流》染志以及有美回靖、微信等多紳媒体形式 ,

片た友布大賽活劫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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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接牧材料,陪紋展示―-2019年 59月

1.征文大界作品裁稿至2019年 8月 31日 。部分征文大賽作品杵在

大賽活劫官図、官微辻行展示,捧化千1登在 《国隊人オ交流》染志 ,

同叶向 《中国日扱》 (1、 民
=オ
10海外版》等推存。

2.“ 我最喜愛的タト教 "|=存 寺口裁至2019年 9月 30日 。対推存的“我

最喜愛的外教"候迪人,《 国味人オ交流》染恙和大界官回、官微等

媒体杵陪須辻行宣佑展示。届叶送着 “我最喜愛的外教 "代表参カロ大

界活劫飯火典ネL。

(三 )姐須汗常,逃行汗迪―-2019年910月

由科学技本部国外人オ研究キ こ́ヽ、 《国際人オ交流》染志牽共俎

建寺家汗常工作小姐,俎須相美寺家学者不口頷早等辻行汗常。

1.対所有来稿作品,按姐男J成 立千常小俎,分男1辻 行汗常。征文

作品的汗常包括初常、図洛投票 (=i三 千コ微信公余号 )、 そ家浮常三

今歩環。図客投票占冬汗結果40%根 重,寺家汗常占終汗結果60%杖重。

2.“仇秀俎須単位"汗造。根繕各地大賽活功俎須宣侍情況 (包

括 lEI不 限子単位図靖、微博、微信等千台宣侍、銭下俎須宣借等形式 )、

有美学校単位狙須参賽不口荻火情況,以 ■姐奴単位主劫向俎委会力、公

室扱送的狙須情況,汗 出 “仇秀俎久二
="荻

地名単。

(四 )友布結果,飯火沿妖―-2019年 H-12月

友布荻火今人和化秀姐須単位名単,在 4_界
活劫官図及微信公企

号上公示。

挙行頒火典ネし,同 時挙力、第七届 “国際化人オえ路"沿塚。

四、次期Q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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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征文大賽 /it人業 (70名 ):

1.特等火1名 ,業励人民市2000元 ;

2.一等失3名 ,業励人民市1000元 ;

3.二等業6名 ,火励人民市500元 ;

4。 二等失10名 ,爽励人民市200元 ;

5。 仇秀火50名 。

以上所有爽項均友放江ギ,火金按国家有■■t代 わ代致今人所

得税。対以上火項荻得者,均贈同2019年 《匡I人オ交流》染恙一期 ;

仇先推存参カロ有夫教育培劇1机胸狙家的考察済学活劫,参労海外名校

不口教育培り|1俎 家,拓展匡I祝野。

(二 )仇秀俎須単色火 (100家 ):

頒友 “仇秀俎須二住"江ギ;贈 同 《国障人オ交流》2019年 余志

一期;推存参か北京不球英オ交流促辻会 (外教人オ寺立委員会)有

美活劫,以及有美机詢姐家的考察交流活劫,参済海外名校或教育培

り|1机 掏,体助拓展クト教弓1邊渠道、締結海クト文好学校単位,促邊国豚

交流与合作。

五、狙駅机杓、咲系方式

本届活劫在科学技木部タト国寺家服弁司指早下,由 科学技木部国

外人オ研究中ノむ主力、,北京不球美オ交流促辻会 (タト教人オ寺立委員

会)、 《国隊人オ交流》染恙承力ヽ,北京学邦教育科枝有限公司称力、。

カカロ張対本届大奏活劫的俎須頷早,そ 日成立大賽活劫俎委会 ,

俎委会力ヽ公室浚在北京不球英オ交流促辻会秋ギ人,具体倣好大賽活

功的実施,包括来稿来函的接牧、坑汁、初常以及有各有美単位的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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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等事宜。

各地相美部日和各有美学校単位清及叶倣好大賽活功的宣借和俎

奴実施,晩保取得理想戒果。所有参奏者及単位清美注大奏活劫微信

公イた号 (woyuwaijiao)■ 官π,便千及叶荻得大賽劫向及通知公告。

“我与外教"大賽活功狙委会亦公室咲系方式 :

躾系人:邦 立件 文い告然 張賀彦

地址:北京中美村南大街1号 友恒宴竹62041室

屯う]: 010-52480300, 68942688

任テ芽二: 010-68948636

各洵QQ:6866106

QQ交流群 :139938634(単 位 )、 244474669(今 人 )

大賽活劫官図:Ⅵ¬v¬vo waijiaoo org.cn www.wetalent.com

新浪官方微博:@我 与外教全国征文大賽

微信公共平台:woyuwaijiao(我寺クト教全国人賽 )

wetalent(国 際ノ、オ交流D safeagov(弓 1智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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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8前七届大奏活劫筒況及本届冠名切亦単位 “学邦在銭"筒介

第一届 “我々外教"全国征文大界活劫,2011年 11三 虐劫,2012

年1月 底裁稿,共 Llrt到 各地推存的化秀稿件3658篇 (カロ上 ζ́地初地后未

被推若上来的稿件実昧写稿タヤ1.6万 篇),参寺学校二
=474家

。2012

年4月 30曰 在北京タト国寺家大夏挙行頒火典ネL。

第二届 “我々外教"全国征文大賽萱 “外教看中国"撮影展汗活

劫,2012年 5月 唐劫,11「 底裁稿,共牧到征文未千千̀
侵景:11品 6100

余分 (カロ上各地初迪后未i推存的稿件,実際参与写稿タヤ3.6T篤 ),

渉及学校単位 520家。2013年 4月 29日 在北京大学英本交流■′ご■

行飯失典ネL不口首届 “国障イ七人オえ路"沿壕。

第二届 “我々外教"全国征文大賽萱 “我最喜愛的外教"汗地活

劫,2013年 6月 席劫,12月 底裁稿,共 lll到 征文大賽有妓投稿 7734

篇 (カロ上各地初迪后え
`i推

存的稿件,実 障参考写稿込 5万篇),参

与学校単位 608家 。垣奴汗地十人 “功励クト教"(19542014)、 “我

最喜愛的外教"50名 (男 有入日外教 50名 )。 2014年 4月 27日 在北

りT大学生活動中′む挙行飯火典ネL不口第二届 “国豚化人オと路"沿な。

第四届 “我々外教"全国征文大賽萱 “外教看中国"撮影展汗活

劫,2014年 10月 害劫,2015年 1月 底裁稿,共牧至1征文大賽有妓投

稿 8647篇 (カロ上各地初迪后未被推存的稿件,実 際参寺写稿釣 5。 6万

篇以上),参与学校単位 627家 ; “外教看中国"撮影展汗活動共吸

弓1388名 外国寺家的近千幅作品参浮,中 国日扱口定立寺題投票更面。

2015年 5月 22曰 挙行飯火典ネL不口第二届 “国際化人オ之路"港壕。

第五至七届大賽活劫由中国楓叶教育集困独家冠名体亦。 “楓叶

杯"2015“ 我々外教"全国征文大賽萱 “外教看中国"級影展汗活劫 ,

2015年 9月 店劫,12月 底裁稿,共 牧到征文大賽有戒投稿 6300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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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学校単位 600■家; “タト教看中国"撮影展汗活劫共吸弓1370名

タト国寺家的 100o′ 垣七具参浮,井在微信千台辻行投票 (済 同量 lo3

万余人じt,lt手 _■115丁 ■ 'ごた),中 国曰扱国定立展示更面。2016

年 5:29≡
=」

T‐ 子「〒I兵 |二 千コ第四届 “国に化人オ之路"沿妖。

“楓「f杯 "2016“我々外教"全国征文大賽萱 “外教看中国"級
影展汗活劫,2016年 9「

==,12月
底裁稿,共 |き」仁丈大賽有妓投

稿 5800余 篇,渉及全国 31↑省首治区宜轄市; “ウト麦看中国"撮影

展汗活劫共 300余名タト国文教寺家ヨヤlooo多 幅作具参千,井在微信平

台邊行投票 (済 同量 116万余人次,投票人数 16T余ノ、■),中 国日

扱口建立展示更面。 “タト教中国"■ 度人物牧至1各えクト寺局及有美学

校推存的候造化秀外教 66名 。2017年 5月 13日 在|ヒ 京大学英本交流

中ノむ挙行飯失典ネL不口第五届 “国障化 /、 ォ之路"恰
=c

“楓叶杯"2017“我寺外教"全国征文大賽萱 “外教看中国"授

影展汗活劫,2017年 9月 虐功,12三 実裁稿,共牧到征文大賽有妓投

稿 5000余篤,渉及全国 31企省自治二宣轄市;外 国文教寺家撮影作

品千余幅,lli々 38位タト教参汗 2017“ |ヽ 教中国"年度人物。井在微

信平台辻行投票 (済 同量 125万余ノ、らt,投票人数込 81万余人次),

井千 2018年 5月 24日 在清準大学生矮舌斤挙行大賽頒火典ネL不口第六

届 “国昧化人オ之路"沿塚。

本届活劫由中小学在銭宣播互劫双斤深堂頷航者―一学邦在銭冠

名沐亦。

学邦在銭足北京学邦教育科技有眼公司着ヵ打造的在銭教育品

牌,同 叶也是国家高新技木企立、北京市科委新技木新声品姿反大江

企立。作カー家新鋭互咲回教育服券公司,始終堡持 “助力国家教育

公平、科学、高反量的友展"的使命,率 先在全国疱曰内打造了/1N球

-9-



-

頷先的 “中小学在銭宜播互功双りT深堂"学 可模式,井得至1社会不口教

育界的汰可和好坪。其中英活学科母活外教宜播互功双りT深堂已姪在

北京四中、北京小学分校、衡水中学分校等片だ泣用。

学邦在銭咲全国際英悟教育研究協会、清準大学年言■lt tオ ,

共同研友、搭建、升象PC端禾口APP教学服弁平台,i三 ニモ三二十ti手

段不口高科技人オ的有数結合,通辻帯党自近庄系坑,景 t毛 竜三I=

峯宣播平合的稔定性,力 客声提供仇反的学刀体壮 ,■ モ舌貫得冨家

市場監督管理′も局中国賃量汰江中ソむ常核領支吉ヤIS09001貢 量管理体

系汰近、符合国家汁算机安全林准GB87159棒 )住 ,同 時荻得教育部科技

友晨中ブむギ面決定的奄1新 型教学模式。

2018年 学/10在 銭以上万家教育服券企立中脱叛而出,茉荻工立不ロ

信息化部授予的 “中国315減信品牌企立"称号,林恙着学邦在銭已笙

成力学校在悟言培ツ||[1券立弁中的仇辻品牌。同年,北京市教育学会

学科英澤教育研究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素反教育研究所寺学邦在

銭建立哉略合作侠伴美系,共 同推辻双りT保堂不口教りT研ツ|1項 目,力 国

家培木仇反的中小学教りT。 学邦在銭也成力北京市教育学会学科英活

教育研究会的理事単位不口秘ギ炎。著名準人英悟寺家救世雄受聘力学

邦在銭 “首席悟言寺家",共 同升友和研廿中小学英活双りT深堂的仇

反教学会源。公司主要人員同各地銘りT共 同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招林項 目子深趣 “中準侍坑文化在中小学英悟深堂中的泣用寺実

践"研究工作。

日前学邦在銭秋板履行企立責任,在教育部国家重点課題姐、夭

津市相夫政府単位、北京市国有姿声監督管理亦公室等机杓大力支持

下,不恙初′い、祇砺前行 ,力 71T造受人尊重的民族教育品牌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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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外教"登氾表

外教

姓名

中文澤名

1瞑 片

英文全名

′
性男J 出生 日期

学局

学位

寺並

寺長

国籍 掌握悟神

押照号 工作4可II号

手机号 屯子由「箱

来年前単

位及駅勢

来隼所次

吋 同及受

聘期 同炊

事 的 工

作、担任

的取努

在隼主要

荻業情況

事述

筒介

(200 字

以 内 ,伊 1

重 近 年 成

Fイ寸イ牛ト

-11-



果及貢献 ,

其他文梢、

照片、祝頻

材料男附)

推存単位

咲系人

姓 名 屯活、倍真

手机 屯子由「箱

推存単位

意 兄

(公章)      負責人釜字 :

年  月  日

外国寺家

主管部 |ヨ

意 見

(公章)       負責人釜字 :

年  月  日

悦明 :

除以上登泥表外 ,清男附更根送外教洋タロ事工 (2000字 以上),17掟
屯子版企人免冠一寸照片 (」PG格 式,不低子 100K)不口35張与今人

事述相美的工作、学コ、生活照片 (」PG格 式,毎張不低子 lM)、 排

学執教或突出事工祝叛短片 (自 地,攻 迎提供 )清 友送至俎委会亦公

室由F箱 :wetalent@waijia。 .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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