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腾讯教育·Civa杯”第二届全球

英语能力挑战赛现已全面启动， 第二

届大赛报名工作也在火热进行中……

报名方式：

1、CC英语各校区均可报名；

2、“腾讯教育·Civa杯”合作学校

均可报名；

3、非 CC 英语、非“腾讯教育·

Civa 杯” 合作学校学生可扫描下方二

维码，填写相关信息进行报名。轻松几

步即可成为“腾讯教育·Civa杯”全球

英语能力挑战赛的一名选手， 机会不

容错过。

最有品质的大赛，等你来战！

由腾讯教育独家冠名的第二

届“腾讯教育·Civa 杯” 全球英语

能力挑战赛通过多种针对语言技

能， 语言思维能力和语言文化学

习等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 同时

结合 Civa 机器人互联网线上教

学资源， 对青少年学生英语综合

能力进行全面展示和提升,“腾讯

教育·Civa 杯” ，这项最有品质的

大赛将会点亮孩子英语学习的梦

想，激发孩子学习英语热情，创造

孩子自我成长， 自我实现的终极

成就感。 我们始终相信：成长比成

功更重要！

作为全国 “线下 + 线上” 结

合的英语能力大赛， 本次参赛的

孩子们将会通过 “线上 + 线下”

联动的模式， 与线上机器人 Civa

互动学习、智能测评、网络直播等

互联网元素， 将互联网思维与传

统英语能力赛事相结合。 在线上

Civa 机器人中， 孩子发音能得到

即时认可或纠正， 增加在线下对

话时的自信。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

个性化、 深度化的英语教学服务

提供了可能， 通过互联网技术改

变传统的英语大赛模式。

大赛覆盖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同城联动，让英语的学习

热情席卷全国。 我们希望通过比

赛影响力和覆盖面的不断扩大，

让全国更多的孩子能够通过 “腾

讯教育·Civa 杯” 的这个平台享

受英语，爱上英语！

在本次大赛中表现优异的学

子将有机会前往海外进行全球挑

战赛， 并有机会获得全免国外游

学的机会，比赛一触即发，等你来

战。

2018年第二届“腾讯教育·Civa 杯”

全球英语能力挑战赛等你来战

教育成长

JIAOYU

CHENGZHANG

A20

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 编辑／版式 贺孝瑚 校对／王玲

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项目攀

岩决赛日前在重庆举行，该校运动

与健康学院 2016 级休闲体育专业

学生羊学伴与世界冠军钟齐鑫、亚

洲青年锦标准速度赛冠军黎金鑫

同场竞技，在标准速度决赛中表现

出色， 以 7.18 秒的好成绩排名第

五。

此外，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

会 9月 3日在杭州举行。 在大学男

子甲组万米决赛中，该校运动与健

康学院 2014 级休闲体育专业学生

李文杰获得第八名；在大学男子甲

组三千米障碍赛决赛中，李文杰同

学取得第五名的好成绩，再次为贵

州代表团争得了田径项目的荣誉，

他个人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 运

动员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孙征康

“线上 + 线下”交汇出最有品质的英语能力大赛

首届“Civa杯”

全球英语能力

挑战赛回顾

2017 年首届 Civa 杯开赛以来，

得到了全国无数学生和家长的青睐。

首届 Civa 杯参与人数达到 20000 余

人， 共 150 多家教育机构参与其中，

历经 4 个月的比赛，共计 300 名学生

精英参与到全国总决赛中，比赛分为

个人赛和团体赛， 在 Civa 杯的舞台

上，无论是拼词环节,还是口语表达环

节， 每位同学都将通过 3S 的管理来

完成整个大赛，这不仅仅是一场思维

碰撞,智慧交融，也是一次促进孩子全

面发展、学习交流的机会，为来自全

国各地的孩子提供一个提升英语水

平的平台， 真正的用英语与世界沟

通。

首届“Civa 杯” 共诞生 15 名全

能王，免费前往香港参加香港能力跨

越赛， 跨越赛中脱颖而出的李昭锐、

王昱锋、张岚钦三名同学获得了假期

美国游学的机会。

2018年度第二届“腾讯教育·Civa杯”

全球英语能力挑战赛全面启动！

“腾讯教育·Civa杯”比赛

你不能错过的十大理由

1、2018 年第二届 Civa 杯由腾讯

教育独家冠名， 并为大赛做全程媒体

支持和跟踪报道， 这将让第二届大赛

不断升温， 合力打造出最有品质的比

赛。

2、点亮梦想，激发学习英语热情，

自信开始第一步；

3、创造成功，同时，我们更关注的

是比赛过程中学生的成长；

4、比赛覆盖全国各省、市、自治

区，同城联通，一同 PK，一同成长；

5、比赛的公益性将走到更多的地

方，让更多孩子享受到教育的公平性；

6、线上 + 线下完美备战，轻松掌

握比赛项目；

7、大赛项目丰富多彩，英语综合

实力全面展现；

8、3s管理全程比赛， 学生能力完

美体现；

9、个性化激发学生英语潜力；

10、实力较量，全免海外挑战赛，

全免国外游学机会，等你来夺。

“腾讯教育·Civa 杯” 第二届全

球英语能力挑战赛， 为更多的学生搭

建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让更多孩子

突破自己，成就自我，拓宽国际视野，

去诠释自己在此刻，在未来“联通世

界，创建未来” 的决心和勇气，让孩子

通过比赛赢得自信， 培养出更多具有

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

大赛报名通道已开启

扫描二维码

下载报名表

◎高校一周聚焦

贵州民族大学

华语走进菲律宾

取得丰硕成果

10 月 4 日至 8 日， 贵州民族

大学副校长肖远平一行受邀赴菲

律宾相关教育机构及高校访问，其

间就贵州民族大学在菲助推华语

教育、孔子学院建设、国际合作办

学等教育国际化方面，在积极推动

下，取得丰硕成果，并就合作筹建

孔子学院达成初步意向。在菲律宾

华教中心，副校长肖远平与中心主

席黄端铭共同为贵州民族大学设

在该中心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

习基地揭牌。贵州民族大学成为继

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之

后， 第 36 个在该中心设立海外招

生咨询处的中国高校。

贵阳学院

学生研发新品

获企业点赞

贵阳学院生物工程专业的 4

名同学， 在该校实习实训基地贵

州奇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期 3

个月的集中实习中。4名同学在实

习期间的作品———刺梨含片，获

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和肯定。9月

29日， 企业为表彰实习同学的创

新精神， 在同学们实习结束期即

将结束之际，送来荣誉锦旗。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同学 T台走秀

选拔形象大使

近日，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经济管理学系团总支举办了

2017年“微笑经营·新生嘉年华”

开幕式暨 “好声音” 、“形象大

使”选拔赛。选拔赛共分为好声音

比赛，形象大使比赛。 同学们带来

了走秀和独唱作为开场， 每位选

手都把自己最完美的状态展现给

观众。 这次活动展示新一代大学

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和良好的公众

形象，丰富了大学生的校园生活。

贵州医科大学

全国大赛中

频获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