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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历史的足迹--粤北华南教育历史
研学实践成果征集大赛公告

一、大赛背景

抗战时期，以国立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培正、培道中学

为代表的华南地区高等、中等院校内迁粤北乐昌坪石和犁市大

村坚持烽火中办学，它们均已成为了今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培正中学等高校和中学

的根脉与传承所在。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岁月里，一众师生坚守

教室，坚持教育报国，描绘了一幅幅壮丽的烽火课堂画卷。

2019 年，在广东省政府的倡导和大力支持下，韶关市委、

市政府先后启动了乐昌市坪石镇和浈江区犁市镇大村两地的

研学基地建设工作，深入挖掘抗战时期内迁韶关高等院校的相

关史料，考证并修复办学旧址的遗址遗迹，追寻华南教育历史，

传承华南教育烽火精神。“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建立粤北

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被写进 2020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建

设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追寻粤港澳同

根同脉同源的共同历史，推动粤北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振兴与

创造脱贫空间，助力粤北生态发展区建设的有力抓手。本次成

果征集大赛旨在于通过设计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相关社

会调查活动，力图让社会各界认识基地、融入基地、共建基地。

二、大赛亮点

1.全民参与，内容丰富。本次大赛将设置“社会调查类”

“文化创意类”“视觉影像类”三个类别，每类设置“中学组”

“大学组”“社会人士组”三个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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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额奖金，等你来拿。每个类别每个组别各设金奖 1 个，

银奖 3 个，铜奖 6 个，金奖奖金高达 10000 元。

3.大赛将采用“网络票选＋专家评审”相结合的形式，邀

请省内各领域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点评。

4.注重“研学+实践”，本次大赛的主旨在于“探寻历史

的足迹”，强调通过实地调研走访获得切实感悟。

5.注重成果转化。本次大赛组委会将在赛事进行的同时，

链接文创资本，对具有转化可能的作品，就地进行量产并推出

市场。所有入围作品，也将在赛事结束后，进行统一展示。

三、大赛组织

指导单位：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主办单位：韶关市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承办单位：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韶关市教育局、

韶关学院、浈江区人民政府、乐昌市人民政府、共青团韶关市

委员会

支持单位：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

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协会

法务支持：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

四、参赛对象

省内外学校师生、社会各界人士以个人或团体形式参赛，

大赛分为社会调查类、文化创意类、视觉影像类三个类别，每

个类别下细分为大学生组、中学生组、社会人士组三个组别。

鼓励参赛团队或个人积极寻求与当地村民进行共建，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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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熟悉抗战时期当地历史、故事、文化遗存线索，或收藏有抗

战时期的见证物，或掌握本土非遗技艺、民俗工艺的，可为参

赛团队现场调研提供参赛素材，协助团队深入挖掘当地特色文

化元素。各团队在提交成果时，可附上参与村民信息。

五、参赛作品类别

1、社会调查类：入围参赛队伍自行前往位于乐昌市坪石

镇或浈江区犁市镇大村两地的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走访当

地村民，开展研学及社会调查，包括摸查线索、史料考证、现

场考察比对、得出结论等，亦可同步在国内外档案馆、图书馆

等资料信息机构收集抗战时期华南教育史相关档案、文献等资

料，形成“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社会调查报告或论文。

2、文化创意类：为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设计相关文化

创意产品、空间设计作品、宣传海报、手绘漫画、微景观等。

3、视觉影像类：围绕华南研学等主题进行拍摄，针对研

学成果（如戏剧、情景剧、演讲、导赏等）、当地村民口述历

史、传统民俗及工艺传承、农业农耕文化展现，以短视频、微

电影等方式体现。

六、作品呈现

1.文字类（配相关图片，word 格式）：中学组不低于 2000

字，其他组别不低于 8000 字。

综合文献研究、实证研究、研学研究等的成果，形成“华

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报告或论文。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科考过程、自然科学、民俗民情、经济发展、农业农耕等角度

系统阐述与分析，为“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具体的参考思路。其中中学组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交实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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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报告或研学感悟、成果即可。

作品要求内容具原创性、真实性、启发性，阐述过程逻辑

清晰、论据完备、事例丰富。

2.视频类（专业摄像设备或手机拍摄均可）：时长 5 分钟

以内

针对研学过程、活动参与过程进行拍摄录制，或自由创作

戏剧、情景剧、演讲展示，或记录当地村民口述历史、传统民

俗及工艺传承、当地农业农耕文化，以短视频、微电影方式体

现。

作品要求形式创新、内容生动形象、画面具有美感。

3.海报类（线上以图片形式提交，jpg、png 格式，原物

线下提交组委会）：大小 10M 以内

可以以海报、手抄报、手绘漫画故事、文化创意设计效果

图等形式体现，生动再现“华南历史研学基地”历史、人文、

自然风貌等。

作品要求 A3 以上大小，需形成系列，一系列至少 3 件作

品，拍摄清晰无背光，内容形象生动。

4.实物类（线上以图片形式提交，jpg、png 格式，原物

线下提交组委会）：大小 10M 以内

包括微景观模型、文化创意衍生产品、标本等实物作品。

作品拍摄图片要求四角度拍摄，清晰无背光。内容要求具

有创新性、科学性、艺术性。

要求：每位参赛者投稿作品需注明名称、创作人、创作时

间。作品提交线上发送至组委会邮箱，原物可通过邮寄、现场

提交等形式交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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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奖项设置

社会调查类每组各设金奖 1 个，银奖 3 个，铜奖 6 个。大

学组和社会人士组金奖每个奖励 10000 元，银奖每个奖励 5000

元，铜奖每个奖励 1500 元；中学组金奖奖励 6000 元，银奖每

个奖励 3000 元，铜奖每个奖励 1000 元。

文化创意类和视觉影像类每类每组各设金奖 1 个，银奖 3

个，铜奖 6 个。金奖每个奖励 5000 元，银奖每个奖励 2000 元，

铜奖每个奖励 1000 元。

对于网络投票人气第一名的团队或个人，授予“最佳人气

奖”，奖励 1000 元。其余作品获入围奖，所有获奖团队后续

可优先参与研学基地各类讲座、实践活动。

以上所有奖项奖金均为税前数额。所有参赛类别和参赛组

别中，若某组参赛作品数量不足或质量未达获奖标准，主办方

可设置奖项为空缺。

八、报名及作品提交

1.了解报名情况。登陆大赛官网（待定），进入报名及须

知页面，并下载相关资料和报名表格。咨询大赛情况可拨打电

话 0751—8886438。

2.大赛报名。在活动官网下载《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实

践成果征集大赛报名表》，填写相关信息，并准备好其他相关

报名材料，同时将所有报名材料做成电子文档，压缩后统一发

送至大赛指定电子邮箱：sg_hnyxds@yeah.net，邮件主题请注

明：“报名+参赛类别＋组别＋参赛团体名称（或个人）”。

3.作品提交。将所有成果材料做成电子文档，压缩后统一

发送至大赛指定电子邮箱：sg_hnyxds@yeah.net，邮件主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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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作品提交+参赛类别＋组别＋参赛团体名称（或个人）”。

九、赛事安排

1.报名阶段：即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止。

2.作品创作及提交阶段：参赛团队进行作品创作，并于 9

月 30 日前将作品提交组委会。

3.网络评选及专家评审阶段：所有参赛作品将在大赛指定

官网及微信平台进行公开展示，入围作品设置公众投票窗口，

进行公众投票，有效投票数量作为决赛评审的参考依据。同时

由大赛专家委员会组织评委现场评审，采用百分制评分的办

法，对参赛作品按类别进行评审打分。最终按照网络投票得分

占 10%、专家评审得分占 90%的比例计算参赛作品得分，评选

出各类奖项名次。

4.成果转化阶段：（1）线下展览：此次参赛的所有成果

将在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进行线下展览。对于优秀的社会调

查成果可依托校园科技节、艺术节、开放日等进行专题展示及

讲解。（2）媒体展播：优秀作品将在主流媒体上进行宣传展

播，同步采用线上直播等多种方式，并在主流媒体上进行宣传

展示。（3）创研与应用：优秀的文化创意类产品，主办方将

协助获奖者进行成果转化，与相关单位（机构）进行签约落地；

预期可落地项目包括：文创销售、特产销售、民宿体验、非遗

民俗等体验活动、宣传资源、可持续方案等，可直接促进当地

经济效益与文旅发展。

十、参赛要求

1.为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所有作品如文字、照片、设

计稿、影视等中均禁止出现任何可识别参赛者身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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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者应承诺，所报送和提供的参赛作品均为原创作

品，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例如著作权、商标权）等权利

的情况。若参赛作品中，涉及非参赛者原创且非公有领域的各

种元素、图案、文字等材料，参赛者须获得相关权利人的授权，

并在报名参赛时一同提交该授权证明。为鼓励原创，建议参赛

者在作品提交时提供《作品版权登记证书》等知识产权证明材

料。

3.参赛者不得以复制、剽窃、在他人作品之上署名等方式

将他人的作品作为参赛作品。如发现参赛作品存在以上或其他

侵权行为，主办方将取消参赛者的参赛、入围与获奖资格，并

有权收回奖金、奖品、获奖证书等，同时还有权在媒体公布参

赛者的相关侵权行为。因参赛者的违约或侵权行为导致主办方

承担责任的，参赛者还应当赔偿主办方相关损失，并消除不良

影响。

4.参赛作品不能为参加其他同类赛事的获奖作品。

十一、赛事说明

1、为使大赛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大赛获奖作品将

在大赛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十个工作日，接受社会与公

众的监督、评议。

2、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必须在公示期内实名向大赛主

办方提出，同时必须提出相应的证据（如抄袭作品来源的复印

件等）。匿名提出异议者不予受理。

3、参赛者须严格遵守大赛规则，如发现以不正当手段影

响评比过程，将取消参赛资格。

4、大赛主办方有权无偿使用所有参赛作品于各种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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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媒体报道和后续公益性活动。

5、主办方对以研学基地为元素创作的作品享有进行研发、

生产、推广等使用权，并保障参赛者合法权益。

6、大赛不收取任何报名费用，决赛参赛作品相关邮寄费

用由参赛者自理。

7、一经报名参赛，均视为认可本次大赛的所有规则及说

明。

8、本次大赛最终解释权归大赛主办方所有。

附件：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实践成果征集大赛报名表

韶关市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代章)

2020 年 7 月 1 日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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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实践成果征集大赛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一寸照片

（团队参赛由

团队负责人填

写）

年 龄 省份/城市

团队名称 指导老师

参赛形式 □团队参赛 □个人参赛

其他队员（含姓

名、年龄、性别）

工作单位/学校

（专业）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手 机 电 子

邮箱

参赛组别

（请√ 选）
□大学生组 □中学生组

□社会人士组

参赛类别

（请√ 选）
□社会调查类 □文化创意类

□视觉影像类

作品简介

（500 字以内，

社会调查或视觉

影像类作品说明

主题及预期结论

或成果等，文化

创意产品的设计

意图、特点、制

作工艺的材料运

用，以及手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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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声明

我郑重声明，参赛作品为原创作品，由此所产生的知识

产权纠纷由我本人承担。并且，我已经详细阅读并了解本次

活动评审办法及相关规定，认可本次大赛的所有规则及说

明，自愿报名参赛。

参赛人（团队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正反面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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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该次大赛以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元素为主要设计对

象；

2.如作品为实物成品的，请线上提交不同侧面的作品实物照

片，线下向组委会提交实物作品（注明尺寸、材质等相关信息）；

3.设计图稿可为效果图、三视图、手绘制图；

4.成套作品参赛的，每个单件作品应提供独立的设计图稿；

5.作品为视频类或海报类的，请提交完成版电子文件；

6.所有作品均需以电子文件形式，统一打包发送到大赛指定邮

箱；

7.图片文件要求为JPG或PNG格式，像素300dpi以上，单张照片

大小在10M以内；

8.为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作品照片、设计稿、影视、动画

片禁止出现任何可识别参赛者身份的信息；

9.参赛报名截止日期：2020年7月31日。请在截止日期前将报

名表的电子版、参赛声明签名后的扫描版发送到指定邮箱。

10.大赛邮箱：sg_hnyxds@yeah.net。发送报名表时需在主题

栏注明“报名+参赛类别＋组别＋参赛团体名称（或个人）”。

11.联系电话：0751-8886438

地址：韶关市浈江区园前东路4号体育大厦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