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团江苏大学委员会文件  
江大团联发〔2021〕7 号 

 

 

关于举办江苏大学 2021 年大学生 

网络文化节的通知 

 

各二级团组织、学生科协：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充分展示中国科技取得的

巨大成就，推动我校学生积极参与科创网络文化作品创作，传播

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经研究，决定举办江苏大学 2021年大学生

网络文化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科创中国，智造未来 

二、活动对象 

江苏大学全体学生 

三、活动时间 

2021年 4月至 5月 



四、活动内容 

（一）“建党百年话科技巨变”大学生网文大赛 

1. 作品要求 

（1）围绕活动主题，以网络文学的形式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祖国发生的科技巨变。从描绘百年科技日新月异、弘扬

历代科学家精神、科技助力美好生活、展望未来科技等角度，展

现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当。字数 2000-5000 字，诗歌除外，可

在文中配图、表。 

（2）文章内容积极向上，不得出现抄袭、作假等不端、不诚

信行为（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并给予批评）。 

（3）参赛选手需填写附件 1、附件 2，并将附件与作品电子

稿于 2021年 4月 29日前发至邮箱 497751486@qq.com，邮件命

名方式为：学院+姓名+电话+作品名称。上述信息不完整者视为无

效作品。 

2. 奖项设置 

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8名。 

3. 承办单位 

文学院学生科协、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学生科协、机械工程

学院学生科协、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学生科协、外国语学院学生

科协  

4. 联系人：江一婧；联系方式：15151389991；QQ交流群：

648670586 



（二）“魅力科创”摄影大赛 

1. 作品要求 

（1）围绕活动主题，通过拍摄照片，展现我国科技创新的巨

大成就，记录人们探索科学奧秘、推动社会科技进步的进程，包

括科技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普及等。  

（2）参赛选手需填写附件 1、附件 2，并将附件与作品电子

稿于 2021年 4月 29日前发至邮箱 Dangkaixiang@outlook.com，

邮件命名方式为：学院+姓名+电话+作品名称。上述信息不完整者

视为无效作品。 

2. 奖项设置 

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8名。 

3. 承办单位 

财经学院学生科协、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学生科协、教师教

育学院学生科协、管理学院学生科协、法学院学生科协 

4. 联系人：党凯翔；联系方式：15110778876 ；QQ交流群：

821899660 

（三）“智创江大”大学生微视频大赛 

1. 作品要求 

（1）围绕活动主题，记录我校学生科研项目的开展过程、创

业项目的实施历程或相关调研的实践活动，作品形式包括剧情片、

纪录片和创意短片等。 

（2）参赛选手需填写附件 1、附件 2，并将附件与作品电子



稿于 2021年 4月 29日前发至邮箱 2301732932@qq.com，邮件命

名方式为：学院+姓名+电话+作品名称。上述信息不完整者视为无

效作品。 

（3）作品须为 AVI、MOV、MP4格式原始作品，分辨率不

小于 1920px*1080px，作品时长原则上在 10分钟以内，适合互联

网传播。要求画面清晰，声音清楚，提倡标注字幕。 

2. 奖项设置 

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8名。 

3. 承办单位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学生科协、数学科学学院学生科协、化

学化工学院学生科协 

4. 联系人：唐薇；联系方式：18395873992；QQ 交流群：

650170280 

（四）“科创新视野”网络创新作品大赛 

1. 作品要求 

（1）围绕活动主题，展示当今中国科技领域的新变革和新成

果，征集包括长图、H5 页面、微信推文 3 个类别的网络创新作

品。 

（2）长图类作品收取图片文件，格式为 JPEG，文件小于

10MB。H5页面类作品收取作品网络链接。微信推文类作品收取

网络链接或是该作品所对应的二维码。 

（3）参赛选手需填写附件 1、附件 2，并将附件与作品电子



稿于 2021年 4月 29日前发至邮箱 2629036493@qq.com，学生自

荐作品数量不限，每件作品作者限 3人以内，可有 1名指导教师。

邮件命名方式为：学院＋姓名＋电话＋作品名称。上述信息不完

整者视为无效作品。 

2. 奖项设置 

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8名。 

3. 承办单位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学生科协、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学生科协、农业工程学院学生科协、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学生科

协、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科协 

4. 联系人：陈立新；联系方式：19851372578；QQ交流群：

654125022 

（五）“科创中国”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 

1. 作品要求 

（1）围绕活动主题，结合当下科创领域时事热点以及最新成

果，发挥个人想象力和创造力，设计主题鲜明、富有内涵、构思

巧妙、体现科技感和创新性的作品，作品形式包含报纸杂志广告、

海报设计、漫画等平面广告作品。 

（2）参赛者可以选择手绘或电脑绘制。手绘作品尺寸为四开

（38.9cm*54.6cm）；电脑绘制作品尺寸为 A3（29.7cm*42cm）。格

式不限，作品必须为原创。 

（3）参赛选手需填写附件 1、附 2，并将附件与作品电子稿



于 2021年 4月 29日前发至邮箱 3206233524@qq.com ，邮件命名

方式为：学院＋姓名+电话+作品名称。上述信息不完整者视为无

效作品。 

2. 奖项设置 

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8名。 

3. 承办单位 

药学院学生科协、医学院学生科协、艺术学院学生科协、马

克思主义学院学生科协、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科协 

4. 联系人：李博；联系方式：15751001251；QQ 交流群：

655137080 

五、评选程序 

1. 作品征集。按照每个比赛的要求由学生自行报名并提交作

品。 

2. 评审方法。校、院学生科协组建评审小组，并邀请有关专

家按照作品类别进行评审。 

3. 表彰奖励。每个比赛结束后公布获奖名单，并颁发奖状。 

六、工作要求 

1. 提交作品的版权和著作权等相关事宜，由申报人负责；校

学生科协经授权，拥有对参赛作品进行宣传推广、展览出版的权

利。根据实际情况，经评审组合议，个别奖项可空缺或者调整名

额，校学生科协拥有最终解释权。 

2. 各二级团组织、学生科协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广泛动



员，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充分发挥网络文化活动滋养人

心、凝聚力量的积极作用。 

 

联系人：韩 涉 

联系电话：88780040 

 

附件：1. 江苏大学 2021 年大学生网络文化节作品信息表 

2. 江苏大学 2021 年大学生网络文化节作品汇总表 

 

 

 

 

 

 

 

 

 

共青团江苏大学委员会 

江苏大学学生科学技术协会 

                                2021 年 3 月 30 日   

  



附件 1 

江苏大学 2021 年大学生网络文化节 
作品信息表 

说明：电子文档以 “作品类别+学院+姓名+电话+作品名称”的格式命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姓   名  联系电话  

作者信息 

姓   名 专业/年级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作品信息 

作品类别 

□网文    □ 摄影    □微视频     

□网络创新作品（长图、H5 页面、微信推文） 

□公益广告设计（报纸杂志广告、海报设计、漫画） 

作品简介 

（300 字以

内，作品另

附） 

 



附件 2 

江苏大学 2021 年大学生网络文化节 
作品汇总表 

说明：电子文档以“作品类别+学院+姓名+电话+作品名称”的格式命名。 

 

 

 

 

 

 

 

共青团江苏大学委员会                         2021年 3 月 30 日印发  

序

号 
学院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第一作者

姓名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