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海外华裔中小学生“印象·福州” 
书画、征文、摄影、华语演讲大赛   

 
主办单位 ： 中国福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福州市教育

局、福州晚报 
协办单位 ： 福州市海外联谊会等单位 
承办单位 ： 中国东南网海外部 
马来西亚及婆罗洲地区 指定协办单位 ：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砂拉越总会 

 

一. “印象·福州”简介 
为协助华裔青少年认识福州、提高青少年对祖籍家乡历史文化的了解，并搭建马中交流的文化桥梁，

留华砂总再次作为第四届海外华裔中小学生“印象 • 福州”大赛在马来西亚及婆罗洲地区唯一指定的协

办单位。欢迎广大华校、华裔青少年踊跃参与大赛，以书画、征文、摄影及华语演讲来展现对福州的

印象。 
 
二. 大赛主题 
海外华裔青少年通过书画、征文、摄影、华语演讲大赛的方式，探寻中华优秀文化的博大精深，分享

乡情、亲情、友情。 
 
三. 大赛时间 
征稿时间：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9 月 
评选时间：2021 年 10 月 
优秀作品出版时间 ：2021 年 11 月 
颁奖时间：2021 年 12 月 
 
四. 参赛对象 
18 周岁以下华裔中小学生 
 
五. 作品要求 
书法、绘画、征文、摄影和华语演讲。除华语演讲作品外，所有作品须原创、不得抄袭。 
【绘画作品】 

① 以“印象•福州”为主题，作品风格不限，内容积极向上，具有福州元素，展现福州这一历史文

化名城及现代都市的特点。如山水、建筑、饮食、人物等。绘画作品需附 100 字以上的文字说

明，阐述以“印象•福州”为主题的创作缘由。 
② 画种不限，素描、水彩、水粉、油画、剪纸等作品都可以投稿，画面必须整洁。 
③ 规格要求：儿童画不超过四开（40×60 厘米），中国画不超过四尺整纸（60×138 厘米）。 

【书法作品】 
① 书法作品可以是钢笔书法，也可以是毛笔书法，书体不限，内容健康向上。书法作品要以福州

人文、历史等为内容，作品可附简短的文字说明（100 字以上），阐述以“印象•福州”为主题的

创作缘由。 
② 作品要求整洁、美观、大方，使用规范汉字，可简体也可繁体，不得有错别字，不得涂改。 
③ 参赛书法作品不超过四尺整纸（60×138 厘米） 



 
 

【作文作品】 
赛区设置：征文类分为 12 岁以下全赛区组，13-18 岁港澳台、新马赛区组和 13-18 岁其他赛区组。 

① 以“印象·福州”为主题进行创作，体裁不限，散文、诗歌、小说、家书等均可，要求文笔流

畅，富有真情实感，字数大约 2000 字以内。不拘于形式，主题鲜明，内容健康向上，直抒胸

臆地表达对福州的印象和情感。 
② 必须为原创作品，不得抄袭与套改，请自行保存底稿。 
③ 征文配图不作硬性要求，图文并茂的作品在评选时可适当予以加分。 

征文主题可供写作参考：（1）家乡的变化；门前那条路；身边的变化（2）陪伴；一直陪伴的物件；

陪伴着走过的事（3）记忆中的福州；记忆中的桥；记忆中的街（4）晒出我的家；晒出我的最美故事；

晒出我的福州（5）福州,我想对你说（6）记忆中的“有福之州”（7）“福”换新颜 “爱”永相随（8）我的

家乡印象 （9）我最爱的……（10）家乡，我最难忘的是……（11）记忆中的虾油味（12）老福州

（13）话家乡（14）家乡的味道（15）乡音。 

【摄影作品】 
① 作品必须是在福州市六区六县(市)范围内拍摄的内容。照相机和手机拍摄的作品均可,摄影参赛

作品彩色、黑白均可。需在电子文件上注明作品名、作者及联系方式。作品画面不得留任何文

字性标识。 
② 作品一律提交电子档，单幅（组）照片规格原则上不小于 5MB，JPG 格式，参赛者需要保留图

片原始信息及原始文件，以备查证，一经入选，作品需提供原片。谢绝提供电脑创意和改变原

始影像的作品，不得对照片进行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加工。 
③ 以“印象·福州”为主题，题材不限。作品需附不少于 50 字的文字说明，阐述以“印象•福州”为

主题的创作缘由。 

【华语演讲作品】 

① 华语演讲稿可以是参赛者的原创作品也可以是现有作品，作品须围绕“印象·福州·”大赛主

题，体裁不限，原创作品可根据情况适当加分。 
② 参赛者进行华语演讲时，富有情感，发音标准，衣着得体，仪态大方，精神饱满且时间控制在

3-5 分钟。 
③ 参赛形式为单人华语演讲。 
④ 华语演讲作品配背景音乐不作硬性要求，配有背景音乐的作品在评选时，评委可适当予以加分。 
⑤ 华语演讲作品以视频格式提交，可以是摄像机或手机拍摄，视频要求高清（720p）及以上且无

抖动，华语演讲声音清晰可辨识。作品名称格式为：参赛选手姓名+年龄+国别（地区） 
⑥ 征稿结束后，大赛组委会将评选出进入决赛的 10 名参赛者。2021 年 10 月，若海外新冠肺炎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组委会将邀请入围选手到福州参加决赛，决选出最终名次。若条件不允许，

由专家直接评选出获奖名次。 

备注： 

1.所有参加比赛的学生或华文学校可录制参赛过程，制作成视频短片，或拍摄参赛过程照片，在评选

时可适当予以加分。如用福州话解读、旁白则更佳。 
2.每人限投 1-3 件作品，且所有作品必须为原创（演讲稿除外），严禁抄袭等行为，否则取消参赛资

格。 



3.所有作品要求积极向上，每份参赛作品务必填写好报名表，并在作品背面用铅笔正楷字注明作者姓

名、年龄、国家（地区）及联系方式。作品一律不退，大赛组委会拥有对所有作品包括获奖作品的编

辑出版发行权。 
 
六. 参赛步骤 

第一步：所有参赛者或参赛单位必须先加留华砂总微信 013-843 3655，加入“留华砂总 • 第四届印象福

州大赛”微信群，有关大赛最新动态、报名参赛相关疑问可在群内公布和解答。 

第二步：透过留华砂总微信索取、下载并打印“参赛报名表”，详细填写个人及报送作品信息。 

第三步：寄送参赛作品。方式为将参赛作品及报名表投递至留华砂总指定邮箱。摄影作品、华语演讲

作品及征文作品（电子文档）只需将电子版作品投递至本会邮箱；书法及绘画作品（数码照片）向本

会邮箱投稿后，须将作品原件邮递至留华砂总办公室（为免邮寄过程作品遗失，请一致寄快邮并保留

邮递单号）。 

① 留华砂总投稿邮箱: myliuhua.apply@qq.com 
② 留华砂总会所：LOT 3926, BLOCK 3, NO. 13, 2ND FLOOR, LORONG DR WONG SOON KAI 20B, 

(LORONG PEDADA 20B),96000 SIBU, SARAWAK, MALAYSIA. 
③ 留华砂总联系电话：+60-84336023/ +60-138433655 

备注:来稿作品须以“作者+作品名+年龄+国籍：马来西亚”的方式命名，并填写参赛登记表，一并发送

至留华砂总邮箱。邮件主题为：第四届海外华裔中小学生“印象·福州”大赛 

七. 评选步骤 

1. 初步的筛选：由大赛组委会剔除明显不符合大赛主题的作品。 
2. 将筛选后的参赛作品发布于大赛官网中进行网络展示，让全球网友对作品进行欣赏、点赞。 
3. 组织专家组进行作品评选，专家评审组将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评分标准、评选方法。评审

采取集中评定的方式，最终选出获奖作品。 
4. 评选工作结束后，获奖作品在大赛官网、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相关媒体发布。若海外

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将邀请 30 位获奖者参加颁奖仪式及参访福州。 

补充说明：网络展示、点赞期间，即为作品公示阶段，所有候选作品接受网友监督，如发现抄

袭或非原创作品，则取消该作者参赛资格。 

八. 奖项设置 

【书法奖】奖项设置及奖金（人民币）：特等奖 1 名，奖金 4000 元/每名；一等奖 1 名，奖金 2200 元

/每名；二等奖 3 名，奖金 1500 元/每名；三等奖 5 名，奖金 800 元/每名；共计 10 名。所有奖项颁发

奖金和奖状。 

【绘画奖】奖项设置及奖金（人民币）：特等奖 1 名，奖金 4000 元/每名；一等奖 1 名，奖金 2200 元

/每名；二等奖 3 名，奖金 1500 元/每名；三等奖 5 名，奖金 800 元/每名；共计 10 名。所有奖项颁发

奖金和奖状。 

【征文奖】分为三组：12 岁以下全赛区组和 13-18 岁港澳台、新马赛区组，13-18 岁其他赛区组。每

个组别奖项设置及奖金（人民币）：特等奖 1 名，奖金 4000 元/每名；一等奖 1 名，奖金 2200 元/每



名；二等奖 3 名，奖金 1500 元/每名；三等奖 5 名，奖金 800 元/每名；共计 30 名。所有奖项颁发奖

金和奖状。 

【摄影奖】奖项设置及奖金（人民币）：特等奖 1 名，奖金 4000 元/每名；一等奖 1 名，奖金 2200 元

/每名；二等奖 3 名，奖金 1500 元/每名；三等奖 5 名，奖金 800 元/每名；共计 10 名。所有奖项颁发

奖金和奖状。 

【华语演讲奖】奖项设置及奖金（人民币）：特等奖 1 名，奖金 4000 元/每名；一等奖 1 名，奖金

2200 元/每名；二等奖 3 名，奖金 1500 元/每名；三等奖 5 名，奖金 800 元/每名；共计 10 名。所有奖

项颁发奖金和奖状。 

【网络人气奖】本次大赛设置网络人气奖 5 名，奖金人民币 1500 元/每名，对征文、书画、摄影、华

语演讲参赛作品获得网络点赞前 5 名的优秀选手，颁发“印象·福州”网络人气奖，颁发奖金和奖状。 

【优秀奖】本次大赛设置优秀奖 210 名，每个组 30 名，对书画、征文、摄影和华语演讲参赛作品的

其他优秀选手，颁发“印象·福州”优秀奖证书。 

【优秀组织奖】本次大赛设置优秀组织奖，对征集到 30 份以上作品的境外单位以及积极参与大赛作

品征集的国内单位，授予“印象·福州”优秀组织奖。 

【优秀指导老师奖】本次大赛设置优秀指导老师奖，对辅导参赛选手获得 5 份以上奖项、辅导选手获

得特等奖或一等奖的老师颁发优秀指导老师奖奖状。 

 

九. 补充说明 
1. 参赛者无需支付报名费或任何相关费用。 
2. 获奖选手须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缴纳个人偶然所得税。 
3. 网上投票依托大赛官网面向全球公众开放，每个独立 ID 每天对不同类别的单幅作品限投一票。 
4. 机票补助费（人民币）:获奖选手若来福州参加颁奖活动，特等奖机票补助费 1000 元，一等奖

机票补助费 800 元，二等奖机票补助费 500 元，三等奖机票补助费 200 元，网络人气奖机票补

助费 400 元，优秀奖无机票补助。机票补助以就高原则，根据获奖选手获取的最高奖项，仅给

予一次补助。 
5. 本次获奖选手将推荐参加福州市涉侨单位举办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夏（冬）令营活动。 
6. 凡参赛者必须遵循大赛的一切规章制度，配合大赛相应的活动安排。 
7. 所有参赛作品概不退还。 
8. 组委会对参赛作品享有无偿进行宣传展示的权利。 
9. 组委会对活动公告、附件及其补充文件拥有最终解释权。未尽事宜，由组委会另行制定补充规

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