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别 级别 建议星级 竞赛名称（标红的为纳入高教学会评估名录的竞赛） 举办频次 主办单位 可参与院系（专业） 牵头单位 赛事联系人 邮箱

国际级 ★★★ ACM-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决赛 每年一次 美国计算机协会（ACM）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国际级 ★★★ ACM-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东亚大陆总决赛 每年一次 美国计算机协会（ACM）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国家级 ★★★ ACM-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域赛 每年一次 美国计算机协会（ACM）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国家级 ★★★ 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总决赛（ACM国内对应赛事）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电子学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国家级 ★★ 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赛点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电子学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安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信息学部 软件工程学院
刘虹

薛寅申

liuhongler@foxmail.com

ysxue@sei.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TI杯）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信息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李恒超

陈闻杰

hcli@cs.ecnu.edu.cn

wjchen@sei.ecnu.edu.cn

国家级 ★★ “华为杯”中国大学生智能设计竞赛 每年一次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信息学部、教育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李恒超

陈闻杰

hcli@cs.ecnu.edu.cn

wjchen@sei.ecnu.edu.cn

国家级 ★★★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大数据挑战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
信息学部、数学科学学院
 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伟 wwang@dase.ecnu.edu.cn

国家级 ★★★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
信息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肖春芸

陈闻杰

cyxiao@cs.ecnu.edu.cn

wjchen@sei.ecnu.edu.cn

国家级 ★★★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移动应用创新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
信息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李恒超

陈闻杰

hcli@cs.ecnu.edu.cn

wjchen@sei.ecnu.edu.cn

国家级 ★★★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网络技术挑战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
信息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李恒超

陈闻杰

hcli@cs.ecnu.edu.cn

wjchen@sei.ecnu.edu.cn

国家级 ★★★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信息学部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软件工程学院

刘一清

肖春芸

陈闻杰

yqliu@ee.ecnu.edu.cn

cyxiao@cs.ecnu.edu.cn

wjchen@sei.ecnu.edu.cn

国家级 ★★★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 每年一次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 信息学部 软件工程学院 陈闻杰 wjchen@sei.ecnu.edu.cn

国家级 ★★★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每年一次 2018-2022年教育部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组织委员会

省部级 ★★ 上海市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大赛 每年一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两年一次

（奇数年份）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业和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刘一清 yqliu@ee.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 每年一次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李小进 xjli@ee.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模拟电子系统设计专题邀请赛（TI杯）
两年一次

（偶数年份）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金豫 yjin@huada.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Intel杯）
两年一次

（偶数年份）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业和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金豫 yjin@huada.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Master 每年一次 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深圳市人民政府 信息学部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学院

田应洪

张新宇

yhtian@ee.ecnu.edu.cn

 xyzhang@sei.ecnu.edu.cn

国家级 ★★★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自动化协会 信息学部 软件工程学院 张新宇 xyzhang@sei.ecnu.edu.cn

省部级 ★★ 上海市大学生创意机器人挑战赛 每年一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信息学部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田应洪 yhtian@ee.ecnu.edu.cn

国家级 ★★ 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 每年一次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部工程图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组委会
信息学部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田应洪 yhtian@ee.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国际级 ★★★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每年一次 美国数学及其应用联合会

省部级 ★ 华东杯大学生数学建模邀请赛 每年一次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华东地区数学建模联盟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每年一次 中国数学会 全校各院系（理工专业为主） 数学科学学院 汪家录 jlwang@math.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两年一次

（奇数年份）

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和周培源基

金会

国家级 ★★★ 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 每年一次 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组织委员会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两年一次

（奇数年份）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省部级 ★★ 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每年一次 上海市物理学会

省部级 ★★ 全国大学生物理教学技能大赛 每年一次 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两年一次

（偶数年份）
中国光学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彭晖 hpeng@ee.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
两年一次

（偶数年份）
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教育研究中心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竞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国家级 ★★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
两年一次

（奇数年份）
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省部级 ★★ 上海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 每年一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每年一次
高校大学生物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高校生物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高校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高校生物学教学研究（电子版）》杂志
生命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尹尉翰

李初旭

whyin@bio.ecnu.edu.cn

cxli@bio.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高校生物学教学研究》编辑部

生命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尹尉翰

李初旭

whyin@bio.ecnu.edu.cn

cxli@bio.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史学新秀奖”评选活动
两年一次

（偶数年份）
全国高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南开大学 历史学系 历史学系

省部级 ★★★ 全国历史学本科生学术论坛 每年一次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 历史学系

省部级 ★★ 上海市大学生原创文学大赛 每年一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语言文学系 徐燕婷 ytxu@zhwx.ecnu.edu.cn

国家级 ★★★ 中国社会工作大学生论坛 每年一次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社会工作专业 社会发展学院 郭娟 jguo@soci.ecnu.edu.cn

国家级 ★★ 中国大学生公共关系策划创业大赛
两年一次

（奇数年份）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 政治学系 政治学系 戴宇辰 ycdai@dlps.ecnu.edu.cn

国家级 ★★★ “五四杯”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本科生学术论文竞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叶方兴 fxye@dlps.ecnu.edu.cn

省部级 ★★ 上海市本科生社会科学论坛 每年一次 上海市本科生社科论坛组委会 全校各社科类专业 社会发展学院 张睿 zhangrui851117@126.com

省部级 ★★ 上海高校社工案例分析大赛 每年一次 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社会工作专业 社会发展学院 郭娟 jguo@soci.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GIS应用技能大赛 每年一次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理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学院

国家级 ★★★ 全国高校地理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
两年一次

（偶数年份）
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育专业委员会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学院

国家级 ★★★ “新蚁族杯”中国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理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地理学会、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类

陈圆圆 yychen@re.ecnu.edu.cn

化学类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社科类

物理类

生物类

文史哲类
黄爱梅 huangamyk@163.com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陈波 bchen@chem.ecnu.edu.cn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张杰 jzhang@phy.ecnu.edu.cn

yxie@math.ecnu.edu.cn

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重要学科竞赛和学术活动名单
（教务处学科竞赛工作联系人：徐世猛、经雨珠）

专业计算机类

肖春芸

杜育根

cyxiao@cs.ecnu.edu.cn

ygdu@sei.ecnu.edu.cn

公共计算机类 全校各院系（包括计算机相关专业） 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CS4ALL教学部
朱敏

戴李君

mzhu@cc.ecnu.edu.cn

ljdai@cc.ecnu.edu.cn

电子信息类

数学统计类

数学科学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部

信息学部、地球科学学部等理工科专业
数学科学学院 谢宇

mailto:cyxiao@cs.ecnu.edu.cn
mailto:cyxiao@cs.ecnu.edu.cn
mailto:wjchen@sei.ecnu.edu.cn
mailto:yqliu@ee.ecnu.edu.cn
mailto:yjin@huada.ecnu.edu.cn
mailto:xyzhang@sei.ecnu.edu.cn
mailto:fxye@dlps.ecnu.edu.cn
mailto:jzhang@phy.ecnu.edu.cn
mailto:yxie@math.ecnu.edu.cn
mailto:mzhu@cc.ecnu.edu.cn
mailto:mzhu@cc.ecnu.edu.cn


省部级 ★★ 上海市高校“气象+大数据”应用创新大赛 每年一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气象局 地理科学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地理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陈圆圆

朱丹

yychen@re.ecnu.edu.cn

dzhu@sei.ecnu.edu.cn

心理类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心理辅导课教学竞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心理学会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全校各院系本科师范生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姚琦 qyao@psy.ecnu.edu.cn

国家级 ★★★ 国际刑事法院中文模拟法庭比赛（国内赛） 每年一次 国际刑法青年学者联盟、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法学院 法学院

国际级 ★★★ 国际刑事法院中文模拟法庭比赛（海牙国际赛） 每年一次 国际刑法青年学者联盟、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法学院 法学院

国家级 ★★ Philip C. 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杰赛普模拟法庭比赛)中国选拔赛 每年一次 美国国际法学生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w Students Association，ILSA） 法学院 法学院

国际级 ★★★ Philip C. 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杰赛普模拟法庭比赛) 每年一次 美国国际法学生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w Students Association，ILSA） 法学院 法学院

省部级 ★★ 上海市“学宪法讲宪法”主题演讲活动 每年一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全校各院系 法学院

国家级 ★★★ “学宪法讲宪法”主题演讲活动 每年一次 教育部 全校各院系 法学院

省部级 ★★ 上海市大学生模拟法庭比赛 每年一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法学院 法学院

省部级 ★★ 上海市大学生法治辩论赛 每年一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法学院 法学院

省部级 ★★ 上海市法律案例分析大赛 每年一次 上海市律师协会、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院 法学院

国际级 ★★★ 国际红点设计大奖 每年一次 德国著名设计协会Design Zentrum Nordrhein Westfalen 设计学院 设计学院

国际级 ★★ 国际IF概念设计大奖 每年一次 iF国际论坛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学院 设计学院

国家级 ★★ 台湾产品设计“光宝”奖 每年一次 LITEON光宝科技 设计学院 设计学院

国家级 ★★★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每年一次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上海国际培训中心 设计学院、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设计学院

国家级 ★★★ 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师生优秀作品展 每年一次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设计学院、美术学院、传播学院、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设计学院

国家级 ★★★ 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华灿奖” 每年一次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 设计学院、传播学院、美术学院 设计学院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每年一次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传播学院、设计学院 设计学院、传播学院
陈金明

肖洋

jmchen@art.ecnu.edu.cn

yxiao@comm.ecnu.edu.cn

国家级 ★★★ 长江钢琴·全国高校钢琴大赛 每年一次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音乐学院 音乐学院 张薇 wzhang@art.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商业统计学会 经济与管理学部、数学科学学院、社会发展学院等 经济与管理学部 李艳 liyan6750@126.com

国际级 ★★ 全球商业IT案例大赛 每年一次   新加坡管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部 经济与管理学部 许鑫 xxu@infor.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房地产策划大赛 每年一次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经济与管理学部 经济与管理学部 胡金星 jxhu@orec.ecnu.edu.cn

国家级 ★★ 汇丰商业案例大赛 每年一次 香港大学亚洲案例研究中心 经济与管理学部 经济与管理学部 许鑫 xxu@infor.ecnu.edu.cn

省部级 ★★ 上海市大学生决策仿真实践大赛 每年一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经济与管理学部 经济与管理学部 祝毅 yzhu@mail.ecnu.edu.cn

资环类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全校各院系 暂定教务处 经雨珠 yzjing@sist.ecnu.edu.cn

国家级 ★★★ 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理科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本科师范生 教务处、教师教育学院

国家级 ★★ 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 每年一次 全国地方高等师范院校教务处长联席会
汉语言文学、英语、数学与应用数学、

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本科师范生
教务处、教师教育学院

国家级 ★★★ “iTeach”全国大学生数字化教育应用创新大赛 每年一次 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教育学部本科师范生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郁晓华 xhyu@deit.ecnu.edu.cn

省部级 ★★ 长三角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 每年一次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教育厅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英语、物理学、化学、生物科

学、地科学、思想政治教育、历史、音乐教育、体育教育、美

术教育本科师范生

教务处、孟宪承书院 吴平颐

简菁

pywu@admin.ecnu.edu.cn

jjing@admin.ecnu.edu.cn

省部级 ★ 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音乐、美术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基本功展示 每年一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美术教育、音乐教育本科师范生 美术学院、音乐学院
王璐

徐英杰

lorawanglu@163.com

yjxu@art.ecnu.edu.cn

省部级 ★ 上海市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 每年一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英语、物理学、化学、生物科

学、地科学、思想政治教育、历史、音乐教育、体育教育、美

术教育本科师范生

教务处、教师教育学院
吴成领

吴平颐

clwu@admin.ecnu.edu.cn

pywu@admin.ecnu.edu.cn

省部级 ★ 上海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 每年一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英语、物理学、化学、生物科

学、地科学、思想政治教育、历史、音乐教育、体育教育、美

术教育本科师范本科生

教务处、孟宪承书院 吴平颐

简菁

pywu@admin.ecnu.edu.cn

jjing@admin.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年会展示 每年一次 教育部 全校各院系 教务处

省部级 ★★★ 上海大学生创新创业论坛
两年一次

（奇数年份）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全校各院系 教务处

国家级 ★★★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和浙江省人民政府

全校各院系 创新创业学院
刘侃

潘凡

kliu@admin.ecnu.edu.cn

fpan@admin.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全校各院系 创新创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部

刘侃

潘凡

祝毅

kliu@admin.ecnu.edu.cn

fpan@admin.ecnu.edu.cn

jgkc2016@163.com

国家级 ★★★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商务部、无锡市人民政府 全校各院系 创新创业学院
刘侃

潘凡

kliu@admin.ecnu.edu.cn

fpan@admin.ecnu.edu.cn

国家级 ★★★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 全校各院系 创新创业学院
刘侃

潘凡

kliu@admin.ecnu.edu.cn

fpan@admin.ecnu.edu.cn

省部级 ★★ “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展示季 每年一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全校各院系 创新创业学院
刘侃

潘凡

kliu@admin.ecnu.edu.cn

fpan@admin.ecnu.edu.cn

国家级 ★★★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两年一次

（偶数年份）
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科协 、 全国学联

省部级 ★★★ “创青春”上海市大学生创业大赛
两年一次

（偶数年份）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科协 、上海市学联

国家级 ★★★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两年一次

（奇数年份）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

省部级 ★★★ “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两年一次

（奇数年份）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科协、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学联

辩论类 省部级 ★ 长三角八校友好辩论赛 每年一次  长三角高校合作联盟 全校各院系 教务处
经雨珠

王元力

yzjing@sist.ecnu.edu.cn

ylwang@phy.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全校各院系（包括研究生） 外语学院 王越 mike116@126.com

国家级 ★★★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每年一次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全校各院系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辩论大赛 每年一次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全校各院系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 每年一次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全校各院系 外语学院 曹艳艳 yanysw@126.com

国家级 ★★★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 每年一次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全校各院系 外语学院 夏萍 fiona_xiaping@126.com

省部级 ★ “外教社杯”上海市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 每年一次
上海市外文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中国外语教材与教法研究中心
翻译专业 外语学院 李辉  hli@esp.ecnu.edu.cn

商学类

公共外语类

赵朝永 willing52@126.com

教师教育类

法学类 黄翔 huangxiang@law.ecnu.edu.cn

艺术设计类

戴云亭 ytdai@design.ecnu.edu.cn

陈金明 jmchen@art.ecnu.edu.cn

地理类

吴成领

吴平颐

clwu@admin.ecnu.edu.cn

pywu@admin.ecnu.edu.cn

创新创业类

创新创业学院、校团委

刘侃

潘凡

俞虹

kliu@admin.ecnu.edu.cn

fpan@admin.ecnu.edu.cn

hyu@hanyu.ecnu.edu.cn

校团委、创新创业学院

俞虹

刘侃

潘凡

hyu@hanyu.ecnu.edu.cn

kliu@admin.ecnu.edu.cn

fpan@admin.ecnu.edu.cn

yzjing@sist.ecnu.edu.cn

rjyao@admin.ecnu.edu.cn

经雨珠

姚如佳

全校各院系

全校各院系

mailto:jmchen@art.ecnu.edu.cn
mailto:jmchen@art.ecnu.edu.cn
mailto:yzhu@mail.ecnu.edu.cn
mailto:lorawanglu@163.com
mailto:lorawanglu@163.com
mailto:kliu@admin.ecnu.edu.cn
mailto:kliu@admin.ecnu.edu.cn
mailto:willing52@126.com


国家级 ★ “21世纪·可口可乐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 每年一次 中国日报社、南京大学、可口可乐大中华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全校各院系 外语学院 刘森 sliu@english.ecnu.edu.cn

国家级 ★ 全国口译大赛 每年一次 中国翻译协会 全校各院系 外语学院 窦卫霖 weilindou@126.com

国家级 ★ 永旺杯全国多语种口译大赛 每年一次 中国翻译协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全校各院系 外语学院
王静

窦卫霖

宋健飞

 jwang@euro.ecnu.edu.cn

weilindou@126.com

jfsong@euro.ecnu.edu.cn

国家级 ★★ 华澳杯中澳友好全国大学生英语大赛 每年一次 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中国日报社、华东师范大学 全校各院系 外语学院 陈弘 hchen@english.ecnu.edu.cn

国家级 ★★★ “外研社杯”全国高校法语演讲比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外指委法语分委员会、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 法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中华口译大赛 每年一次 北京策马翻译有限公司、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上海国际培训中心 翻译专业、英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CGTN法语大赛
两年一次

（奇数年份）
中国中央电视台法语频道 法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法语活动月大赛 每年一次 法国驻华大使馆 法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毕佛听写大赛 每年一次 瑞士驻华大使馆、法国驻华大使馆、魁北克驻华办公室 法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口笔译大赛 每年一次 北京语言大学 法语专业 外语学院

省部级 ★ “法语演讲之星”风采大赛 每年一次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外教社杯”全国大学生德语微视频大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组、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一带一路”有关国家语言专业委员会、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歌德学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德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大学生德语辩论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

歌德学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德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际级 ★★★ “字谜”中德文学翻译大赛（德译汉、汉译德双向文学翻译比赛） 每年一次 德国歌德学院、德国驻沪上海总领馆 全校各院系（懂德语的中国青年、懂中文的德语国家青年） 外语学院 宋健飞 jfsong@euro.ecnu.edu.cn

国家级 ★★★ 中华全国日语演讲大赛 每年一次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日本经济新闻社、日本华人教授会 日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全国高校日语专业本科生笹川杯日本研究论文大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与吉林大学、日本科学协会
日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笹川杯品书知日本征文大奖赛 每年一次 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本科学协会 日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笹川杯全国高校日本知识大赛 每年一次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科学协会 日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上海外国语大学CASIO杯中国日语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演讲辩论大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上海外国语大学、卡西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日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中国大学生作文比赛 每年一次 日本侨报社 日语专业 外语学院

省部级 ★ 上海市大学生日语才能大赛 每年一次 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日语专业 外语学院

省部级 ★ 海峡两岸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 每年一次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北亚国际语言文化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东北亚国际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日语专业 外语学院

省部级 ★ 江浙沪日语口译邀请赛 每年一次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上海分会 日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大学生西班牙语征文比赛 每年一次 厄瓜多尔驻华使馆 西班牙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全国高校西班牙语配音比赛 每年一次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市高校西葡专业群 西班牙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全国西班牙语演讲大赛

两年一次

（与“西班牙语

之星”演讲大赛

交替举办）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西班牙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全国“西班牙语之星”演讲大赛
两年一次

（偶数年份）
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塞万提斯学院 西班牙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CGTN西班牙语大赛
两年一次

(奇数年份）
中央电视台西班牙语频道 西班牙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中西文化大碰撞”——西语短剧竞演 每年一次 上海塞万提斯图书馆、安自在中西文化交流发展中心 西班牙语专业 外语学院

国家级 ★★★ 全国高校俄语大赛 每年一次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俄语专业 外语学院 刘玉琴 iralyq@163.com

国家级 ★★★ 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 每年一次 中国翻译协会 翻译专业 外语学院

省部级 ★ 《英语世界》杯翻译大赛 每年一次 《英语世界》杂志社 翻译专业 外语学院

省部级 ★ 海峡两岸大学生英语口译大赛 每年一次 厦门大学、 台湾翻译学学会 翻译专业 外语学院

省部级 ★ CASIO杯翻译竞赛（现已更名为“沪江”杯翻译竞赛）
每年各语种轮

流举行
上海市文学艺术节联合会、上海世纪翻译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译文出版社 全校各院系 外语学院

窦卫霖

宋健飞（德语）

weilindou@126.com

jfsong@euro.ecnu.edu.cn

郑菁菁 jjzheng@fl.ecnu.edu.cn

窦卫霖 weilindou@126.com

专业外语类

王静 jwang@euro.ecnu.edu.cn

贺致远 augustgentz@hotmail.com

尤海燕 bennyyh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