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赣教图〔 2022 〕 3号 （通知）

各高校图书馆：

为在全省高校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

文化氛围，使阅读成为一种习惯，学习成为一种信仰，特举

办第四届超星杯“一书一世界，共读不孤独”阅读积分活动。

具体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一书一世界，共读不孤独

二、参赛对象

江西省高校在校师生

三、参赛形式

本活动使用超星“学习通”APP 的“活动入口”模块，

该模块集在线阅读与学习行为积分管理为一体，准确记录参



赛者登录、阅读、知识测评等积分。

各高校图书馆根据附件 2 的书单选择一本图书用于本校

共读，指定一名指导老师负责组织学生参赛。各校参赛者进

入活动页面，在线阅读本校模块中的指定图书及“推荐阅读”

模块中的其他图书，完成知识测验，获取阅读积分，操作流

程详见附件 1。

四、大赛时间

本次大赛分为高职组和本科组，大赛时间安排如下：

（1）线上阅读积分比赛阶段（2022 年 4 月 6 日—2022

年 4 月 26 日）

（2）奖项抽取阶段（2022 年 4 月 27 日—2022 年 5 月 6

日）：

总积分满 2100 分可参与抽取一等奖。

总积分满 1800 分及以上可参与抽取二等奖。

总积分满 1500 分及以上可参与抽取三等奖。

同一读者若抽到 2 次及以上获奖，以最高奖项为准。

若发现用户存在异常违规行为，则取消其获奖资格。

综合各单位的阅读积分总分（统计范围：700 积分≤每

位读者阅读积分≤2100 积分），高职和本科组各取参赛单位

总数的前 20%（小数点后破零进一）获得优秀组织奖（没有

实名及认证单位的读者不参与评选）。

优秀组织奖所在单位的指导老师荣获优秀指导老师奖。



五、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江西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

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协办单位：

江西超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六、奖项设置

高职组和本科组分别设置如下奖项：

一等奖（6 名）：荣誉证书及红米 Note 9 pro

二等奖（50 名）：荣誉证书及小米 20 英寸青春款行李

箱

三等奖（80 名）：荣誉证书及爱国者蓝牙耳机

优秀组织奖：荣誉奖牌

优秀指导老师奖： 荣誉证书及小米 3.5L 空气炸锅

七、联系方式

江西省高校图工委秘书处：罗颖，0791-88120981

江西超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李梦莹，13766365265

参赛单位指导老师交流 QQ 群：527668273

各参赛单位填写好附件 3 参赛单位报名表，于 3 月 31

日 24：00 前发送至邮箱：2254510132@qq.com。



附件：

1. 第四届江西省高校图书馆超星杯“一书一世界，共

读不孤独”阅读积分活动操作流程

2. 第四届江西省高校图书馆超星杯“一书一世界，共

读不孤独”阅读积分活动选书书单

3. 参赛单位报名表

江西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2022 年 3 月 22 日

抄报：江西省教育厅高教处

抄送：江西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各常委馆



附件 1：

第四届江西省高校图书馆超星杯“一书一世界，共读不孤独”

阅读积分活动操作流程

一、平台登录

参赛者下载并登录超星“学习通”APP，新用户使用手机号

实名注册并按提示输入单位信息，老用户使用单位账号或已绑定

的手机号进行登陆。

二、活动页面

学习通首页，点击右上角“邀请码”图标，输入邀请码“ydjfhd”

进入活动页面。

三、参赛须读

活动页面，点击“赛事说明”，阅读相关内容，了解活动规

则。

积分规则：每日登录活动页面得 5分，阅读活动页图书每分

钟得 2 分,测评每答对 1 题得 1 分；活动期间，每日新增积分上

限为 100 分。

四、正式参赛

（1）点击顶部轮播图或“活动入口”图标，进入参赛界面。



（2）点开“参赛高校”模块，浏览页面图书信息，阅读本

校共读图书,完成知识测评。

阅读模块



（3）“学习积分”栏，实时更新积分情况及排行榜信息。

积分信息



附件 2：

第四届江西省高校图书馆超星杯“一书一世界，共读不孤独”

阅读积分活动选书书单

序号 书名 作者

1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2 理想国 （古希腊）柏拉图

3 乡土中国 费孝通

4 西方哲学史 上 （英）罗素

5 西方哲学史 中 （英）罗素

6 西方哲学史 下 （英）罗素

7 法律之门（第 8版） [美]博西格诺

8 奥德赛 〔古希腊〕荷马

9 瓦尔登湖 （美）梭罗著；王光林译

10 傲慢与偏见 (英)(奥斯丁)(Austen,J.)著;孙致礼译

11 包法利夫人 （法）福楼拜著宋颖译

12 小王子 （法）圣埃克苏佩里

13 爱的教育 胡银林主编

14 解读莎士比亚戏剧 程雪猛、祝捷

15 麦克白 （英）莎士比亚著

16 哈姆雷特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

17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

著;田志云译

18 我是猫 (日)夏目漱石著;朱悦玮译

19 局外人 （法）加缪

20 海底两万里 (法)儒勒·凡尔纳 著;邸焕欣编译

21 神秘岛 （法）凡尔纳



22 福尔摩斯探案集 （英）柯南·道尔

23 父与子 (德)埃·奥·卜劳恩

24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

25 人间词话 王国维词集 王国维 著；陈永正注评

26 朝花夕拾 鲁迅

27
细水流年里的围城故事：

杨绛与钱钟书
李清秋

28 沈从文专集. 边城 沈从文

29 平凡的世界 路遥

30 小桔灯 王孝平

31 骆驼祥子·月牙儿 老舍

32 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

33 人类群星闪耀时 （奥）斯蒂芬·茨威格

34 三国史话 吕思勉 著;雷原,白金钟主编

35 富兰克林自传
（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著;

屈帮亚译

36 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 凌继尧

37 雅舍谈吃 梁实秋

38 从霍金《时间简史》谈起 赵宏量编著

39 昆虫记 8.6 （法）法布尔著；刘荣译

40 生命是什么 8.9 [奥]埃尔温·薛定谔，罗来欧，罗辽复

41 梦溪笔谈 （宋）沈括

42 哈默手稿 8.7 （意）达·芬奇

43 资本论 （德）马克思

44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8.7 （英）凯恩斯（Keynes，J.M.）

45 创新公司： 皮克斯的启示 8.7 （美）卡特姆 （美）华莱士著靳婷婷译

46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8.8 （英）李嘉图(Ricardo,D.)



47 国富论 （英）亚当·斯密

48 人性的弱点 戴尔•卡耐基

49 诗经选 骆玉明、刘强、刘永

50 论语译注 杨伯峻，杨逢彬注译

51 道德经 (春秋)老子

52 战国策 （汉）刘向 编

53 孙子兵法 孙武

54 山海经：图文版 8.5 （西汉）刘歆

55 三国演义 （明）罗贯中

56 红楼梦 （清）曹雪芹、高鹗

57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清）吴调侯

58 唐诗三百首新注 （清）蘅塘退士

59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60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著



附件 3：

参赛单位报名表

参赛单位 本校共读图书 指导老师 指导老师联系方式

备注：

1、参赛单位于 3 月 31 日 24：00 前将此报名表发送至邮箱：

2254510132@qq.com

2、参赛单位报名表命名：学校名

3、各校参赛入口按照学校提交报名表的时间顺序排列

mailto:225451013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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