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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晓庄学院文件  
 

南晓院[2012]044 号 

签发人：刘维周 

 

南京晓庄学院第十一届运动会筹备工作方案  

 

经校领导办公会研究，决定于2012年5月18-19日在方山校区

举行南京晓庄学院第十一届运动会。 

一、目的与宗旨 

举办南京晓庄学院第十一届运动会，旨在突出运动会的师生

参与性与团队合作性，培养师生积极参与竞争、团结协作、弘扬

当代体育精神，体现晓庄人热情、活力与奋进，感受体育活动的

精彩、参与的快乐和运动的乐趣；通过比赛，进一步提高师生纪

律意识，增强集体荣誉感，磨练意志，拓展素质，增长才干，使

运动会成为全校师生集中展示青春活力和体育才华的舞台。 

通过运动会组织和实施过程，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

进学校素质教育，推动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全面检验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

见》、《江苏省千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实施方案》情况，查找差

距，完善工作机制，推动我校体育活动的蓬勃开展。 

二、组织与实施 

1、组织机构：成立南京晓庄学院第十一届运动会组织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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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员会名单如下： 

主任委员：刘维周 

副主任委员:华  春  宋其香   张  波 

成  员：   王延光  刘久军   江  宇  何文秋 

张相学  沈跃武   郜  斌  崔焕玉     

温建岳    魏玉梅  各院（系）学工组组长 

秘书组：组长  崔焕钰    副组长  江  宇 

宣传组：组长  魏玉梅     

竞赛组：组长  周建新    副组长  杨晓军  邵 强 

保卫组：组长  刘久军     

开幕式与表演组组长：  王延光    何文秋     

后勤及设备保障组组长：沈跃武    柳闽生 

仲裁委员会主任：刘维周    张  波 

仲裁委员会委员：江  宇    郜  斌   温建岳   周建新 

杨晓军    张和平   邵  强 

2、组织筹备进程 

（1）4月9日 召开组委会会议，讨论运动会筹备工作方案 

（2）4月13日召开各院（系）代表队领队下发竞赛规程及报

名表到各院（系）。 

（3）4月16-30日，各院（系）选拔参赛运动员。 

（4）4月23日，召开组委会会议，检查、落实各组准备工作。 

（5）4月30日前，各院（系）上缴竞赛报名表到体育系。 

（6）5月14日，召开各院（系）代表队领队、教练员会议。 

三、时间、地点 

1、时间：2012年5月18-19日 

2、地点：方山校区北田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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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因北田径场修复未能及时完成，开幕式在北田径场举

行，各项比赛地点移至南田径场。 

四、内容安排 

1、开幕式： 

（1）入场式： 

入场顺序：国旗队、校旗队、彩旗队、鲜花队、裁判员队、

各院（系）代表队、教工代表队等按要求入场。队列要求：每个

方队按4列15行60人编队，统一着装。 

（2）表演： 

①教师广播操表演。②新疆学生新疆舞表演。③院（系）广

播操比赛。 

2、比赛项目： 

（1）广播操比赛。记入团体总分 

（2）田径比赛（详见田径比赛竞赛规程）。 

（3）教工比赛（详见教工比赛竞赛规程）。 

（4）“合力向前”绑腿齐跑比赛（详见集体绑腿齐跑比赛

竞赛规程），记入团体总分。 

（5）“同心协力”师生迎面接力赛跑（详见具体比赛竞赛

规程），记入团体总分。 

3、学生组织： 

（1）观众组织：要求各院（系）学生观众队伍与拉拉队不

少于60人，此项工作纳入校运会精神文明运动队评选条件。 

（2）志愿者组织：要求各院（系）组织不超过20人的志愿

者服务队，于4月30日前向校团委报备，运动会期间要求统一着

装，服从现场管理，此项工作纳入校运动会精神文明运动队评选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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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旗手组织：要求各院（系）准备旗手1名，旗手、各院

（系）开幕式方阵精神状态、综合表现纳入校运动会精神文明运

动队评选条件。 

（4）彩旗队由行知学院组织，彩旗由后勤处提供；鲜花队

由外国语学院组织，鲜花由团委提供，服装自备。 

五、任务分工及要求 

1、秘书组 

（1）负责运动会开幕式、闭幕式领导讲话稿、程序安排等

有关文件起草分发、印发工作； 

（2）负责主席台布置工作； 

（3）负责奖品购置、颁发、登记工作。 

2、竞赛组 

（1）负责场地维修，器材添置及经费预算工作； 

（2）成立裁判工作组，由总裁判负责田赛、径赛、检录、

编排、场地器材等小组工作； 

（3）负责院（系）参赛运动员报名工作； 

（4）负责编制秩序册及竞赛日程、竞赛须知、运动员和裁

判员须知、奖品设置及数量、运动员号码布的印刷等工作； 

（5）负责做好场地划分、器材准备工作； 

（6）负责裁判员培训工作。 

3、宣传组 

（1）拟订本次运动会主题； 

（2）负责营造校园氛围； 

（3）负责摄影录像； 

（4）负责运动会的宣传工作； 

（5）组织精神文明代表队和个人评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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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幕式及体育表演组 

（1）负责开幕式总体策划与组织； 

（2）负责大型体育表演项目排练及表演； 

（3）负责观众的组织与管理； 

（4）负责音响器材的保障和现场广播宣传工作； 

（5）负责志愿者服务队的组织和管理。 

（6）负责提供院（系）旗，提供大会引导员及礼仪服务。 

5、安全保卫组 

（1）负责校园内及周边安全； 

（2）负责场地、器材、设备的安全； 

（3）负责运动场的封场管理及现场秩序维护。 

6、后勤及设备保障组 

（1）负责提供运动会所需的办公设施； 

（2）负责车辆及饮水、用餐安排； 

（3）负责运动会现场的救护和运动员的伤害处理； 

（4）负责音响器材的协调与技术保障； 

（5）负责场地的整修和周边环境卫生。 

六、赛会评选 

1、精神文明运动队，3—4个； 

2、精神文明运动员，每队4名； 

3、精神文明裁判员8名； 

4、精神文明志愿者，每队2人。 

以上各奖项由相关工作小组制订评选办法。 

七、其它事项： 

1、各工作小组要在运动会前召开准备工作会议，明确分工， 

制订工作计划及经费预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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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院（系）方队开幕式入场解说词（约100字左右）于4

月30日前送交秘书组； 

3、运动会正式开幕前进行合成和彩排，具体方案另定； 

4、请各院系登录体育系网页下载报名表，于4月30日前将参

赛报名表的电子版发送邮箱wanggaiyan2004@126.com，同时上交

一份A4纸打印版，加盖院（系）章，送交体育系204办公室，过

期按弃权论处。 

5、报名注意事项：有心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的教师和学生，

请不要报名参加比赛。 

6、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南京晓庄学院第十一届运动会田径比赛竞赛规程 

2.南京晓庄学院第十一届运动会集体绑腿跑比赛竞赛规

程 

3.南京晓庄学院第十一届运动会“彩旗飘飘”20×50 米

迎面接力竞赛规程 

4.南京晓庄学院第十一届运动会广播操比赛竞赛规程 

 

 

 

 

 

 

 

印发：各院（系）、各部门 

录入：王银                                  校对：周建新 

mailto:wanggaiyan2004@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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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南京晓庄学院第十一届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2 年 5 月 18 日至 19 日（星期五、星期六 1.5 天） 

地点：方山校区北田径场 

二、参赛组别： 

甲组：非体育专业学生 

乙组：体育专业学生 

三、竞赛项目： 

1、男子甲、乙组：100 米、200 米、400 米、1000 米、1500

米、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7.26 公斤）、4×100 米接力、

4×400 米接力、共计十一项。 

2、女子甲、乙组：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跳高、跳远、铅球（4 公斤）、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

力,共计十项。 

另设：校级、院（系）领导组 50 米托球跑（乒乓球拍托网

球）。 

校级领导组单列，不计入团体总分； 

院（系）级领导组成绩计入各院（系）代表队团体总分，前

8 名分别按 9、7、6、5、4、3、2、1 记分，未获名次者每人得

基本分 1 分。 

四、参加办法： 

1、甲组以院（系）、乙组以班级为单位参加比赛，每人限报

两项，每项不超过 5 人，（接力项目除外）。各队原则上不得缺项。 

2、报名后无故弃权比赛，按每人次扣除 1 分团体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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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赛办法：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1、甲组每个项目录取前 8 名，予以奖励，分别按 9、7、6、

5、4、3、2、1 记分，接力项目双倍记分。团体录取前 8 名予以

奖励。（注：新疆班学生参加比赛，记录名次，但不记入团体总

分。） 

2、破院纪录另加 10 分，并颁发破纪录奖。同一人在同一项

目比赛中多次破纪录，以成绩最佳一次计算。 

3、乙组每个项目录取前三名，且成绩必须好于甲组第一名

成绩，否则不予奖励，不设团体奖。 

七、裁判员：由体育系统一安排。 

八、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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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南京晓庄学院第十一届运动会 

集体绑腿跑比赛竞赛规程  

 

一、比赛名称：“合力向前”集体绑腿跑比赛  

二、比赛目的：以比赛为契机，在全校开展集体绑腿跑体育

竞赛项目，使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合作的力量，提高学生团队协作

能力、培养学生奋发向上和勇于拼搏的精神。 

三、比赛地点：方山校区北田径场  

四、比赛时间：2012 年 5 月 18 日上午 

五、参加办法： 

以各院（系）为单位组一个队参加比赛，正式队员 30 人，

男子不得多于 10 人。 

六、比赛办法： 

1、30 人绑腿跑直线距离 50 米，男女间隔排列，相邻之间

两人均把左脚绑在左边同学的右脚、把右脚绑在右边同学的左

脚，绳绑在踝关节处。以裁判员计时为准，最先到达终点的参赛

队为胜。 

2、裁判发令后从起跑线起跑，一个队伍如果跑的途中有队

员摔倒，全队要从摔倒的地方重新出发，直至抵达终点。中途开

绳或跌倒可在队长帮助下原地绑好后继续比赛。中途中止后起跑

位置以裁判判定的中止前最后一名队员位置为准。 

3、比赛按抽签顺序进行，每个队伍出场一次，按成绩取前

8 名。 

4、比赛所用绑带由体育系提供。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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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前 8 名予以奖励，分别按 27、21、18、15、12、9、6、

3 记分，计入团体总分。报名后无故弃权比赛，扣除该队 15 分

团体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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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南京晓庄学院第十一届运动会 

“彩旗飘飘”20×50 米迎面接力竞赛规程 

 

一、比赛名称：“彩旗飘飘”20×50 米迎面接力 

二、比赛目的：进一步推动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丰富校园

文化生活，活跃运动会气氛，通过师生共同参与，增强集体荣誉

感和凝聚力，培养师生勇敢顽强的进取精神。 

三、比赛地点：方山校区田径场  

四、比赛时间：2012 年 5 月 19 日上午 

五、参加办法：以各院（系）为单位组一个队参加比赛，学

生 16 人（男生不得多于 8 人）、教师男女各 2 人。  

六、比赛方法： 

迎面接力，距离 50 米，两端各 10 人，以院（系）旗为接力

棒，以裁判员计时为准，最先到达终点的参赛队为胜。 

注：院（系）旗规格不小于 1.2 米宽 2 米长，旗杆由大会统

一提供。 

七、比赛规则： 

1、比赛中运动员必须双手持旗，并保持旗杆竖立。在比赛

中如出现掉旗，必须由该运动员自己将旗捡起；在交旗时出现掉

旗，则必须由交旗者捡起交给下一位运动员；交旗时不得将旗抛

给本方队员；在比赛过程中及比赛结束的运动员皆不得影响、干

扰其它队的比赛，否则视为犯规。 

2、在奔跑过程中院（系）旗必须展开，让观众看到，否则

视为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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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抽签决定各院（系）道次。运动员比赛顺序由各院（系）

自定。 

4、其余规则按国家颁布的最新《田径比赛规则》执行 

八、录取名次和奖励： 

录取前 8 名予以奖励，分别按 27、21、18、15、12、9、6、

3 记分，计入团体总分。报名后无故弃权比赛，扣除该队 15 分

团体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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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南京晓庄学院第十一届运动会 

广播操比赛竞赛规程 

 

一、比赛名称：广播操比赛  

二、比赛目的：为了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增强体质，展示

院系风貌，熟练、高质量地掌握广播体操，经校体育运动委员会

研究决定，在全校开展集体广播操比赛项目，使全校学生人人都

参与广播操，在做广播操活动中体验运动健身益处和快乐，提高

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 

三、比赛地点：方山校区北田径场  

四、比赛时间：2012 年 5 月 18 日上午 

五、参加办法： 

以各院（系）为单位参加比赛，每队参赛队员 65 人，其中

领操员 1 人，男生不得少于 16 人。 

六、比赛办法： 

1、比赛方法:第一阶段预赛，时间为 5 月 8 日，全校 15 个

院系（体育系除外）参加比赛。第二阶段决赛，时间为 5 月 18

日上午，选前 8 名参加决赛。 

2、比赛规则： 

（1）按照预先抽签的次序，各代表队排 8 路纵队，在 1 名

领操员带领下进场，到达规定地点。队伍集合过程中要求“快、

静、齐”。 

（2）入场时要求队列整齐,步伐有力。 

（3）广播体操要求动作规范,同时音乐与动作的结合要一

致，整体要求动作优美，流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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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做操时要求抬头挺胸，精神饱满，具有良好的精神面

貌。 

（5）广播体操做完后有序退场。 

3、评分办法： 

由 9 名评委为比赛评分，满分为 10 分。评委的评分精确到

0.1 分，采取公开亮分的方法，去掉 1 个最高分和 1 个最低分，

其余 7 个分数的平均分为最后得分。具体评分项目及标准详见

《南京晓庄学院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评分表》。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录取前 8 名予以奖励，分别按 27、21、18、15、12、9、6、

3 记分，计入团体总分。报名后无故弃权比赛，扣除该队 15 分

团体总分。 

八、未尽事宜，解释权归体育竞赛委员会。 

 

 

附：  《南京晓庄学院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评分表》 

 
 出场顺序 动作质量

（5 分） 

节   奏   

（2 分） 

表   演  

（1 分） 

服   装  

（1 分） 

整齐性  

（1 分） 

总   分  

（1 分）   

1        

2        

3        

4        

5        

 

(1)动作质量（5 分）：动作正确，准确到位，整齐一致；动

作舒展，协调连贯，刚劲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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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韵律节奏（2 分）：节奏准确，按口令节拍完成动作，不

抢拍，韵律感强、富有弹性。 

(3)表演（1 分）：动作表演要充分体现表现力、自信力和感

染力。 

(4)服装（1 分）：统一整齐，整洁，健康有活力，大方有运

动感，服装上可有简单修饰，不允许使用悬垂饰物，禁止配带含

手饰、手表等饰物；禁止穿描绘战争、暴力、宗教信仰和其他不

健康为主题的服装，参赛队员必须穿运动鞋和运动服装，化妆应

适度。 

(5)人数（1 分）：各参赛队 65 人，男女不限，缺 1 人扣 0.1

分。 

    (6) 整齐性（1 分）：队列、动作整齐划一，整体效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