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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小学 比赛
简章
比赛
简章

现场比赛

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

比赛日期及公宣平台

(一) 初赛
地点： 兀兰区域图书馆 (Woodlands Regional Library)

小学低年级组 (一至三年级) [分A、B、C组]
日期：2022年11月19日(星期六)
时间： *A组: 10.30am - 2.00pm (参赛者请于9.30am报到)

*B组: 2.30pm - 6.00pm  (参赛者请于1.30pm报到)

日期：2022年11月20日(星期日)
时间： *C组: 10.30am - 2.00pm (参赛者请于9.30am报到)

小学高年级组 (四至六年级) [分A、B、C组]
日期：2022年11月20日(星期日)
时间： *A组: 2.30pm - 6.00pm (参赛者请于1.30pm报到)
 

*B组:

 

10.30am - 2.00pm (参赛者请于9.30am报到)
日期：2022年11月21日(星期一)
时间：

 *C组: 2.30pm - 6.00pm (参赛者请于1.30pm报到)

*注意：
小学组的参赛者将根据校名的英文字母按照以下形式分成
A、B、C组 ：
A组：学校A - I；B组：学校J - R；C组：学校S - Z
(例子：Pei Tong Primary School将被编入B组)

(二) 总决赛及颁奖典礼
日期： 2022年12月13日  (星期二)
时间： 1.00pm - 4.00pm  (参赛者请于12.00pm报到)
地点： BookFest@Singapore 2022

Suntec Convention 401-406 展厅

奖品及奖项

第一名：$300大众书局礼券 + 奖杯 + 奖状

第二名：$200大众书局礼券 + 奖杯 + 奖状

第三名：$150大众书局礼券 + 奖杯 + 奖状

第四名：$100大众书局礼券 + 奖杯 + 奖状

第五名：$60大众书局礼券 + 奖杯 + 奖状

15份安慰奖：$30大众书局礼券 + 奖状

询问方式

网站：www.popular.com.sg
电邮：nccrc@popularworld.com
电话：大众书局-NCCRC 小组，6514 6190

报名截止日期

2022年11月6日  (星期日)

比赛宗旨

鼓励学生阅读内容健康的华文读物及培养良好的阅读风气 。

比赛组别

小学低年级组：下学一至三年级
小学高年级组：小学四至六年级

接受个人或团体报名；团体报名最多三人一组。
参赛者只限参加一个项目（个人或团体）。

参加资格

在籍小学学生。

比赛形式

• 每个组别各有50本大众书局推荐的中文读物供参赛选择。
参赛者必须从这50本读物中选读1本，并以创意的方式，
如：歌唱、相声、朗诵、单口/群口说故事、短剧等表演
形式来呈现读物内容、读后感或读书心得。
注意：不接受微软简报呈现方式。

• 参赛者可到大众书局购买或到公共图书馆借阅指定的参赛读物。
•  参赛者必须在指定的时段及地点进行比赛。
•  比赛时间为五分钟，参赛者必须在时限内完成比赛 。

(道具、器材、布景等设置也包含在比赛时间内)

评审

将邀请专业人士担任评判。

评分标准

内容 40%
技巧 (语音语调及表现技巧)  30%
创意 30%

条规

• 本简章若有不完善之处，主办单位有权斟酌修改。
• 主办单位有权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更换同等价值的奖品。
• 评判团的决定为最后标准，一切异议恕不受理。

报名方式

参赛者可扫描二维码报名。



小学
一至三年级

指定读物指定读物 促销
折扣

会员
折扣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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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零售价 图书馆索书号
1 品德小老师：行为规范故事 黄淑慧/ 詹琇玲/ 潘慧芬 人类/ 童悦坊  $6.90  JP XWG -[HAN]

2 品德小老师：品格教养故事 黄淑慧/ 詹琇玲/ 潘慧芬 人类/ 童悦坊  $6.90  JP PGJ -[HAN]

3 世界的童话 - 爱阅读的孩子 编者：幼福编辑部 汉湘/ 大众国际  $10.90  JP 398.2 WOR -[FOL]

4 世界的童话 - 爱学习的孩子 编者：幼福编辑部 汉湘/ 大众国际  $10.90  

5 世界的童话 - 爱思考的孩子 编者：幼福编辑部 汉湘/ 大众国际  $10.90  JP 398.2 WOR -[FOL]

6 世界的童话 - 爱创造的孩子 编者：幼福编辑部 汉湘/ 大众国际  $10.90  JP 398.2 WOR -[FOL]

7 成长学习经典故事：渔夫和金鱼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 童悦坊  $5.90  JP YFH -[HAN]

8 幼儿成长经典故事：拔萝卜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 童悦坊  $5.90  JP BLB -[HAN]

9 成长学习经典故事：孔融让梨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 童悦坊  $5.90  JP 398.2 KRR -[FOL]

10 幼儿成长经典故事：三只小猪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 童悦坊  $5.90  JP 398.2 SZX -[FOL]

11 幼儿成长经典故事：小红帽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 童悦坊  $5.90  JP 398.2 XHM -[FOL]

12 成长学习经典故事：布莱梅乐队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 童悦坊  $5.90  JP 398.2 BLM -[FOL]

13 幼儿成长经典故事：放羊的孩子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 童悦坊  $5.90  

14 幼儿成长经典故事：司马光打破缸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 童悦坊  $5.90  JP SMG -[HAN] 

15 幼儿成长经典故事：龟兔赛跑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 童悦坊  $5.90  JP 398.2 GTS -[FOL]

16 365床边故事 - 365床边故事(桃红)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 童悦坊  $10.90  JP SBL -[HAN]

17 365床边故事 - 365床边故事(蓝)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 童悦坊  $10.90  JP SBL -[HAN]

18 365床边故事 - 365床边故事(橘)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 童悦坊  $10.90  JP SBL -[HAN]

19 365床边故事 - 365床边故事(红) 小红花童书工作室 人类/ 童悦坊  $10.90  JP SBL -[HAN]

20 西游记绘本 - 花果山美猴王 小千  人类/ 童悦坊  $6.90  JP XOQ -[HAN] 

21 小鸡妙妙的生活历险：妈妈是颗蛋 甘薇 汉湘/ 童悦坊 (作者：甘薇)  $3.90  JP GNW -[HAN]

22 我要你们都消失 - 儿童心灵健康成长绘本1 徐海娜 玲子传媒  $9.90  J SING XHN -[HAN] 

23 妹妹不是美人鱼 - 儿童心灵健康成长绘本2 徐海娜 玲子传媒  $9.90  J SING XHN -[HAN] 

24 妈妈说，快点！ - 儿童心灵健康成长绘本3 徐海娜 玲子传媒  $9.90  J SING XHN -[HAN] 

25 他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 儿童心灵健康成长绘本4 徐海娜 玲子传媒  $9.90  J SING XHN -[HAN] 

26 中文世界儿童阅读文库 (L2)：扣子是谁的 Ruping Gong CENGAGE LEARNING ASIA  $11.77  

27 中文世界儿童阅读文库 (L3)：章鱼先生过生日 Xu Han CENGAGE LEARNING ASIA  $11.77  

28 中文世界儿童阅读文库 (L5)：十二生肖 Qiu Yi CENGAGE LEARNING ASIA  $11.77  

29 中文世界儿童阅读文库 (L5)：外公的包里有什么 Sijia Wang CENGAGE LEARNING ASIA  $11.77  

30 中文世界儿童阅读文库 (L6)：外婆变成老娃娃 Jianling Yin CENGAGE LEARNING ASIA  $11.77  

31 乐乐和佳佳参观消防局 万恩然(文)、王丽卿(图) ARMOUR  $8.03  J SING WNR

32 乐乐和佳佳去食阁 万恩然(文)、王丽卿(图) ARMOUR  $8.03  J SING WNR

33 乐乐和佳佳学做黄梨挞 万恩然(文)、王丽卿(图) ARMOUR  $8.03  J SING WNR

34 乐乐和佳佳去植物园 万恩然(文)、王丽卿(图) ARMOUR  $8.03  J SING WNR

35 阅读中国名家经典童话 - 太阳真好吃 苏梅 四川少儿  $11.25  

36 阅读中国名家经典童话 - 恐龙妈妈藏蛋 苏梅 四川少儿  $11.25  

37 阅读中国名家经典童话 - 月亮是个大烙饼 苏梅 四川少儿  $11.25  

38 阅读中国名家经典童话 - 草丛里的怪声音 苏梅 四川少儿  $11.25  

39 阅读中国名家经典童话 - 小狐狸的百宝箱 苏梅 四川少儿  $11.25  

40 阅读中国名家经典童话 - 爱听故事的月亮 苏梅 四川少儿  $11.25  

41 黄鼠狼奇案 奥飞娱乐 著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6.25  

42 隐形的脚印 奥飞娱乐 著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6.25  

43 萌鸡小队亲亲自然拼音故事：学大雁飞/ 长江  海豚传媒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8.10  JS MJX -[HAN] 

44 萌鸡小队亲亲自然拼音故事：知了知了大合唱 海豚传媒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8.10  JS MJX -[HAN] 

45 萌鸡小队亲亲自然拼音故事：森林里的蜘蛛网 海豚传媒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8.10  JS MJX -[HAN] 

46 萌鸡小队亲亲自然拼音故事：喇叭花传话筒 海豚传媒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8.10  JS MJX -[HAN] 

47 萌鸡小队亲亲自然拼音故事：奔跑吧，弹涂鱼 海豚传媒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8.10  JS MJX -[HAN] 

48 萌鸡小队亲亲自然拼音故事：跟着水黾去郊游 海豚传媒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8.10  JS MJX -[HAN] 

49 萌鸡小队亲亲自然拼音故事：神奇的水下冒险 海豚传媒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8.10  JS MJX -[HAN] 

50 萌鸡小队亲亲自然拼音故事：爱美的孔雀叔叔 海豚传媒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8.10  JS MJX -[HAN] 

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

即日起至2022年11月6日或售完为止。促销只限于指定大众书局：裕廊坊、大巴窑、百胜楼、长堤坊、马林百列中心、淡滨尼广场、实龙岗NEX和义顺纳福坊。不可再享有其他折扣或礼券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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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2022年11月6日或售完为止。促销只限于指定大众书局：裕廊坊、大巴窑、百胜楼、长堤坊、马林百列中心、淡滨尼广场、实龙岗NEX和义顺纳福坊。不可再享有其他折扣或礼券优惠。

S/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零售价 图书馆索书号
1 智慧成长故事集：31个启发机智小故事 陈湄玲，黄建尧 人类/ 童悦坊  $10.90  

2 名著好好读 - 伊索寓言 幼福编辑部 汉湘/ 童悦坊  $10.90  J AES -[HAN]

3 名著好好读 - 安徒生童话 幼福编辑部 汉湘/ 童悦坊  $10.90  J AND -[HAN]

4 品格教育童话(修订版) - 机灵鬼 幼福编辑部 汉湘/ 童悦坊  $8.90  

5 品格教育童话(修订版) - 胆小鬼 幼福编辑部 汉湘/ 童悦坊  $8.90  

6 品格教育童话(修订版) - 调皮鬼 幼福编辑部 汉湘/ 童悦坊  $8.90  

7 原来如此阅读趣：儿童安全图画书 幼福编辑部 汉湘/ 童悦坊  $10.90  

8 原来如此阅读趣：汉字故事 幼福编辑部 汉湘/ 童悦坊  $10.90  

9 原来如此阅读趣：中国成语故事 幼福编辑部 汉湘/ 童悦坊  $10.90  

11 漫画三国1：三兄弟桃园结义 铁皮人美术 汉湘  $11.90  J 741.5 LC

10 漫画三国2：诸葛亮三气周瑜 铁皮人美术 汉湘  $11.90  J 741.5 LC

12 漫画三国3：魏吴蜀三国鼎立 铁皮人美术 汉湘  $11.90  J 741.5 LC

13 漫画三国4：司马氏统一天下 铁皮人美术 汉湘  $11.90  J 741.5 LC

14 安安把蛋带回家 许友彬 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5.90  

15 安安救海星 许友彬 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5.90  

16 自大的小花猫 李炳松  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5.90  

17 花猫和老虎 石天赐  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5.90  

18 嘘，我有个秘密 赖宇欣 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10.90  J LYX

19 朵丽成了大明星？！ 李慧慧 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10.90  J LHH

20 程萱萱的魔法考验 赖宇欣 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10.90  J LYX

21 你是天使一样的存在！ 赖宇欣 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9.90  J LYX

22 最前线系列 AG07：争分夺秒烈火急援! 黄嘉俊 KADOKAWA GEMPAK STARZ  $7.50  YP 741.59595 ZQX -[CMX] 

24 最前线系列 AG08：抗疫先锋绝地反击! 黄嘉俊 KADOKAWA GEMPAK STARZ  $7.50  YP 741.59595 ZQX -[CMX] 

23 最前线系列 AG09：尽职守关破走私! 黄嘉俊 KADOKAWA GEMPAK STARZ  $7.50  YP 741.59595 ZQX -[CMX]

25 山海经神话故事1：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 玲子传媒编写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398.20951 SHJ -[FOL]

26 山海经神话故事2：女娲造人的神话 玲子传媒编写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398.20951 SHJ -[FOL]

27 山海经神话故事3：女娲补天的神话 玲子传媒编写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398.20951 SHJ -[FOL]

28 山海经神话故事4：大禹治水的传说 玲子传媒编写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398.20951 SHJ -[FOL]

29 新加坡小学生拼音图画书 - 三国演义6：官渡之战 玲子传媒编写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LGZ -[HAN]

30 新加坡小学生拼音图画书 - 三国演义7：刘备三顾茅庐 玲子传媒编写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LGZ -[HAN]

31 新加坡小学生拼音图画书 - 三国演义8：赵云单骑救主 玲子传媒编写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LGZ -[HAN]

32 新加坡小学生拼音图画书 - 三国演义9：长坂坡大战 玲子传媒编写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LGZ -[HAN]

33 新加坡小学生拼音图画书 - 三国演义10：草船借箭 玲子传媒编写 玲子传媒  $8.80  J SING LGZ -[HAN]

34 生活弟子规1 - 新加坡学生读本新版 子阳 玲子传媒  $12.00  J 372.01 ZY

35 生活弟子规2 - 新加坡学生读本新版 子阳 玲子传媒  $12.00  J 372.01 ZY

36 小王子 - 新加坡学生读本新版 圣修伯里 玲子传媒  $13.00  

37 姐弟俩的秘密日记：孩子与父母的心灵对话 - 新加坡青少年绘图小说 玲子传媒编写 玲子传媒  $16.00  J SING LIC

38 有声版笨笨狼童书坊 - 国学启蒙 笨笨狼文化 南方日报  $13.45  

39 有声版笨笨狼童书坊 - 故事大王 笨笨狼文化 南方日报  $13.45  

40 有声版笨笨狼童书坊 - 爱的教育 笨笨狼文化 南方日报  $13.45  

41 有声版笨笨狼童书坊 - 一千零一夜 笨笨狼文化 南方日报  $13.45  

42 大灰狼罗克传       郑渊洁 浙江少儿  $9.90  JS ZYJ -[HAN] 

43 皮皮鲁和名画风波 郑渊洁 浙江少儿  $9.90  JS ZYJ -[HAN] 

44 格列佛游记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 江西美术出版社  $7.60  

45 伊索寓言 [古希腊] 伊索 江西美术出版社  $7.60  

46 红楼梦 [清] 曹雪芹 江西美术出版社  $7.60  

47 水浒传 [明] 施耐庵 江西美术出版社  $7.60  

48 一千零一夜 庄园 江西美术出版社  $7.60  

49 格林童话                格林兄弟，一航 江西美术出版社  $7.60  

50 老皮克和小皮克 孙幼军 中国人口  $8.10  

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