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 年第七届“杜伊诺城堡国际诗歌大赛” 
 

Deadlines section I :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2022 November, 30
th

   

Deadlines section  II: Dialog or monolog theatre , 2022  December, 20
th

   

Section III: School projects, 2022 December, 31
th

   

 

参赛规则: 
 

 参赛者年龄不能超过31岁。 

 参赛者免费报名及参赛。 

 

本届大赛题目为: 

 

Theme of the XIX Edition 

 

                "Meetings/Encounters : smiles of the soul” 

 

 

Where do meetings, encounters originate? In the soul of man, in the spirit of peoples, in the heart of 

nature? What happens when you meet the smiling soul? Arrives right in your heart?  

The theme"Meetings : smiles of the soul ” is just a suggestion that can be poetically elaborated 

according to the inspiration and sensitivity of the individual authors! 

 

 

 

One may participate in one or more sections 

 

 

 

 参赛者可参加下述类别中一项或一项以上： 

 

1. 未出版过的诗歌类 
 

参赛作品必须作为一首未出版过、未获过奖的原创诗歌，该诗歌不能超过35行。 

参赛作品将根据原文由评委会评定，参赛者必须提供英文或法文或意大利文译本。如作婆娘

为以意大利文写成的诗歌，建议参赛者提供英文译本。 

 

 交稿期限为2022年11月30日。 

 

 参赛者可通过电子邮件以附件方式（注意：文件必须用.doc 

或.rtf格式，如用其他格式，大赛组委会有权对参赛者取消资格）将作品发给https://

castellodiduinopoesia.org/bandi-stranieri电子邮件必须包括已填写的参赛表（参下）。 

 



 参赛者也可通过普通邮件将作品寄给下述地址：Ottavio Gruber/Gabriella Valera 

Gruber女士，Via Matteotti 21, I-34138 Trieste, 

Italia（意大利）。参赛者必须将个人资料及签名填在参赛表（参下）。发送日期以

邮戳为凭。组委会已开始对作品进行评审之后收到的作品不得接受。 

 

奖项设置 : 

 

 前三名获奖者每人将获得500, 400, 300 欧元的奖金。 

 每位参赛者将获意由大利共和国主席授予的奖章。 

 本大赛作为Poesia  e 

Solidarietà（诗歌与团结一致）协会组织活动之一，也作为慈善项目。因此，每位

获奖者必须将奖金部分（100,100,100欧元）捐予自选人道援助项目。 

 值得奖励的其他参赛作品将由大赛组委会推荐发表并获得奖杯。 

 16岁以下参赛者最佳作品将获得Sergio Penco奖牌。 

 所有获奖作品及由组委会推荐的作品将由意大利Trieste市大赛赞助商 Battello 

Stampatore Trieste 

出版社出版。该诗集包括诗歌英文与意大利文译文，并配以包括所有诗歌原文录音的 

youtube。出售诗集收入全部作为慈善捐款，捐予The proceeds of the sales will be 

devoted to a humanitarian project.                      

  

16岁一下参赛者最佳作品将收到特别推荐并获得次要奖励。 

 

2. 话剧类（独白或二人对白）2022年12月20日。 
 

参赛作品必须作为一部话剧，该话剧长度不能超过5页，每页10000字。注意：超过规定长度

的作品不得接受。 

参赛作品将根据翻译文由评委会评定，而不根据原文收到评定。因此，参赛者必须提供细致

意大利文译本。 

 

 参赛者可通过电子邮件以附件方式（注意：文件必须用.doc 

或.rtf格式）将作品发给castelloduinopoesia@gmail.com。电子邮件必须包括已填

写的参赛表（参下）。 

 

 参赛者也可通过普通邮件将作品寄给下述地址：Ottavio Gruber / Gabriella 

Valera Gruber女士，Via Matteotti 21, I-34138 Trieste, 

Italia（意大利）。参赛者必须将个人资料及签名填在参赛表（参下）。发送日期以

邮戳为凭。组委会已开始对作品进行评审之后收到的作品不得接受。 

 

奖项设置 : 

 

 前三名获奖者每人将获得奖杯或奖牌。 

 值得奖励的作品将获得组委会的推荐。 

 进行发奖活动时，获奖作品及由组委会推荐的作品将在Trieste市一座重要剧场收到

公众阅读。 

 



 

参赛学校特殊规则2022年12月31日。 

 
学校教员也可提交一部或一部以上参赛作品。参赛作品必须作为某班学生组、全班或跨班集

体作品。该参赛作品将作为集体工作成果由大赛组委会评定，教员激励学生的诗意创造的能

力作为奖赏标准。 

 

最佳学校将获得500欧元的奖金。获奖学校必须将奖金捐予一项参赛学校和参赛学生共同选

择的人道援助项目。 

 

前三个获奖学校将收到特别推荐。 

 

所有参赛学校及参赛班将收到参赛证。 

 

参赛学校必须通过邮件将参赛作品三件送至Ottavio Gruber / Gabriella Valera 

Gruber女士，Via Matteotti 21, I-34138 Trieste, 

Italia（意大利），且必须表示下述信息：学校名字，班，学校地址（包括路、号、市、

省、邮政编号），学校电话号码，学校传真号码，学校电子邮件地址，联系教员姓名，联

系教员或联系人电话号码及电子邮件地址。 

 

另外，请参赛学校将通过电子邮件将参赛作品发给castelloduinopoesia@gmail.com。 

 

 

分级名单发表方式 
 

优胜者及入围者分级名单将发表于大赛网站www.castellodiduinopoesia.org。  

 

优胜者及入围者将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或普通邮件收到优胜、入围通知。 

 

发奖仪式将2023 Marz 19年7月日在杜伊诺城堡举行。 

 

 

诗歌类、话剧类参赛表 

 
 

名：    姓：    出生日期： 

地址：   号：    邮政编号：   

市：    省：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国籍：   作品题目： 

 

 

声明书 

 



本人声明参加“杜伊诺城堡国际诗歌大赛”的作品(请说明作品题目)作为未出版过、未获过

奖的原创作品。 

本人同意该作品进行出版或公开展示。 

本人声明自己是/否(请选择)SIAE（意大利作者和出版商协会）或其他类似版权保护协会会

员。 

 

The prise-giving ceremony will take place on 2023 Marz,19 in Duino  

 

 

 

To partecipate : On line registration form 

https://castellodiduinopoesia.org/bandi-stranieri/ 

 

 

Dear friends 

 

To partecipate “on line registration form” 

 

Do (Ctrl + click on https: 

https://castellodiduinopoesia.org/bandi-stranieri/    

 

You come on page  “Bandi / Rules” 

 

On the botton of the page it is the form to write on with your data and poem   

 

Clic on “Send” 

 

 

Cari amici 

 

Per partecipare su “on line registration form” 

 

Fai (Ctrl + click)   su https: 

https://castellodiduinopoesia.org/bandi-stranieri/     

 

appare la pagina    “Bandi / Rules “      

 

in fondo alla pagina c’è il formulario da compilare con le generalità del poeta e la poesia   

 

Click su “In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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