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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实验中学第十届体育节

暨第 43 届田径运动会竞赛总规程（高中）

一、竞赛时间

2013学年第一学期第 6--9周
二、竞赛地点

广东实验中学高中校区

三、竞赛分组

以年级为单位分成 3个组 （即 高一级组、高二级组和高三级组）

四、竞赛项目

1、全国第三套中学生广播体操《放飞理想》、《青春魅力》
2、乒乓球（集体项目）高一年级参赛
3、篮球 （集体项目）高二年级参赛

4、羽毛球（集体项目）高三年级参赛
5、游泳
6、田径

五、参加比赛办法

1、每人参加比赛项目不得超过两项（集体项目除外）。
2、凡在我校高中校区学习的在校学生，身体健康者均可报名参加比赛。

六、报名时间

按项目规程规定的时间报名

七、竞赛办法

按项目规程的竞赛方法进行比赛

八、奖励方法

1、录取名次
单项比赛（包括集体项目）录取前八名并给予奖励；团体总分录取前八名并给

予奖励。

2、各组分别评出：
（1）入场式优胜奖 （2）精神文明班级 （3）海报评比一、二、三等奖

（4）最佳啦啦队 （5）优秀运动员 （6）优秀裁判员

九、计分方法

1、单项计分为：9、7、6、5、4、3、2、1分,并列名次按相应名次得分平均分配。
2、集体项目按单项名次双倍记分（广播操除外）。
3、破学校纪录加 9分
4、团体总分以班为单位，按男、女子组各项所得积分累加即为团体总分。
团体总分相等，则按单项第一名多少来决定名次，多者名次列前，若还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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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获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十、本规程未尽事宜由组委会另行通知和解释

广东实验中学第十届体育节组委会

2013年 9月 22日

广播操项目竞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第 8周前，由年级组自行安排。

二、比赛地点：学校田径场

三、比赛套路：

高一年级比赛套路为《青春魅力》

高二、高三年级比赛套路为第三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放飞理想》

四、比赛办法及要求

1、各年级以班为单位进行比赛。
2、比赛内容是由规定动作、创编动作与造型等部分组成，音乐由学校统一提供。
3、《青春魅力》根据音乐旋律，开始 2×8拍与最后 4×8拍进行自编。中间可以变

换队形，但每次变换队形所用时间不能超过 2×8拍。
4、《放飞理想》根据音乐旋律可创编开始与结束造型，每节操均可有 2×8拍用踏

步/跑跳步/其他动作等变换队形，跳跃运动最多可有 6×8拍做波浪或整体配合动作。
队形不得少于 4个。

5、比赛按赛前抽签顺序依次出场。

五、评分内容和标准

最后成绩=平时成绩（100分）+比赛成绩（100分）
平时成绩为每天课间操评分成绩

平时表现成绩：出操速度（20分）、人员考勤（10分）、队列队形（10分）、动作
质量与精神面貌（60分）
平时成绩计算方法：各班每天分数总和/天数
临场比赛成绩：服装（10分）、队列队形（20分）、创编造型与配合（10分）、动

作质量与精神面貌（60分）

要求：

1、全班同学参加，若请假请报级长审批，否则按缺勤处理，每缺一人在总分中
扣 5分。

2、服装统一、整齐、适合运动。
3、队形、队列整齐，前、后、左、右间距适当，队形变化合理、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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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神面貌好、动作规范有力、节奏准确。
5、临场比赛中，每出现一次错误扣 1分、动作出现连续 1x8拍错误扣 5分。

六、奖励及记分方法

1、各年级取前 16名计入体育节各班级团体总分。记分为 34分（第 1名）、30
分（第 2名）、28分（第 3名）、……6分（第 14名）、4分（第 15名）、2分（第 16
名），并列名次按相应名次得分平均分配。

2、各年级的奖项由各年级自定。
七、本规定未尽事宜由组委会另行通知和解释

乒乓球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1、比赛时间：2013年 10月 8日至 25日（第 6至 8周）

2、比赛地点：高中乒乓球室

二、竞赛项目

1、竞赛单位：高一年级各行政班

2、竞赛项目：混合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双）

三、参赛办法：

各班选 1队（必须本班学生 2男、2女，不得兼项）报名参赛，各班领队一人（必

须是该班班主任），裁判 1人。

四、资格要求：

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我校在校学生，经校医室医生检查身体健康者。

五、竞赛办法：

1、采用国际乒联最新审定的《乒乓球竞赛规则》。

2、采用混合团体赛形式进行比赛，不设单项比赛。

3、本次比赛采用淘汰制，每个半区各 10个班，每个班在上下两个半区的位置由

抽签决定。每轮胜出班级直接进下一轮比赛，负者被淘汰。

4、团体比赛按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双打顺序出场，采取三盘两胜制（每

盘每局 11分制，若双方比分为 10：10平后，净胜球为 2分时为胜出；每盘 3局 2两

胜，若局数为 2：0则免打第三局），如某班以盘数 2：0领先，则余下的比赛免打，

获胜方直接进入下一轮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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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录取名次

各班级取前八名。

七、赛前注意事项

1、比赛前 10分钟双方应把本班队员的出场顺序按照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

双打的顺序填好，并交给主裁判。赛前由裁判抛硬币决定发球权或场地权，每局结束

后双方须交换场地，等候裁判员宣布比赛开始。

2、比赛中队员要尊重裁判、尊重对方、尊重观众、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凡辱

骂裁判、工作人员或打架、闹事者将取消比赛资格。

3、每场比赛的裁判员由参加比赛双方所属班级派出，承担组织比赛工作。一人

计分，另一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正。参赛运动员不得承担裁判员工作任务。

4、裁判员在比赛开始前 10分钟到达指定位置，如果比赛双方中任意一方因裁判

员或运动员迟到 10分钟，而导致比赛无法进行，将取消该班级比赛资格。

八、报名日期、办法：

按本规程相关规定填写报名表，报名表由领队签字后方可报名参赛，抽签前参赛

队员将领队签字的报名表上交给负责老师，否则不能抽签。全体参赛队员和裁判员同

时到场，抽签结束后进行比赛规则培训。

抽签时间：2013年 9月 25日（星期三）中午 1：00在体育馆抽签。

九、 本规定未尽事宜由组委会另行通知和解释

篮球项目竞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和地点

1、时间：2013 年 10 月 8 日至 25 日（第 6至 8周）

2、地点：高中校区篮球场

二、参加办法和条件

1、本次比赛只设五人全场，比赛分三节每节 12分钟。其中第一和第三节为男子

比赛，第二节为该班女子比赛，累计总分。参赛队员必须为该班学生，身体健康。请

参赛前各班班主任负责审查本班运动员健康状况。

2、抽签后各队需报一名负责人，留下联系方法、住址。

三、抽签时间

2012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中午 1：00 在体育馆抽签。（参赛班级必须同时报

两名篮球裁判员担任裁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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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办法

1、比赛采用淘汰赛制，按抽签决定对阵双方；决出前八名。采用最新《篮球比

赛规则》进行比赛。

2、比赛采用每节 12分钟包，中间不休息。

3、采用加时赛制。若双方比分相同，则进行加时赛，每场 5分钟，再相等，休

息 2分钟再进行加时赛，依此直到决出胜负。

五、比赛服装

1、队伍必须统一出场队员上衣颜色〔深浅各一件〕，号码采用 1—15之间数字，

若无号码，可于比赛前用粉笔写。

2、凡在比赛赛程表里排在前面的队伍穿浅色衣服，排在后面的队伍穿深色衣服。

六、名次的决定

1、比赛取前八名。

2、参加运动员的资格必须符合规程所要求。若发现有冒名顶替等违规现象者，

将取消该队比赛资格并在全校公开批评。

七、参赛要求

1、参赛队提前 10分钟到场，做好签到准备工作。比赛开始 15分钟未到场者作

弃权处理。

2、比赛开始前 5分钟各队负者人须在记录台登记上场 5名队员及队长姓名。

3、比赛中队员要尊重裁判、尊重对方、尊重观众、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凡辱

骂裁判、工作人员或打架、闹事者将取消比赛资格，并按有关规定对其做出处理。

羽毛球项目竞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和地点

1、比赛时间：10 月 8—14 日（第六周 ）

2、比赛地点：学校体育馆（旧馆）

3、比赛年级：高三年级

二、报名方法：

1、参赛运动员按所在年级班为单位报名参加比赛，每班每场比赛报名的人数为 8

人，男女各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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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抽签时间及地点：（参赛班级必须同时报 1名裁判员担任裁判工作，若不参加

裁判工作取消该班的比赛资格）

3、抽签结束后，各班需报一名负责任人，留下联系方式，以便通知比赛的时间

与地点。

三、比赛规则与比赛方法

1、采用国际羽联最新审定的《2012 年羽毛球竞赛规则》

2、比赛采用混合团体赛形式进行比赛，只进行团体比赛，不设单项比赛

3、比赛出场顺序是混合双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如

需要调换比赛顺序，双方运动员及负责人同意即可。

4、团体比赛为 5盘 3胜制，即“见三收”，先胜三场的班获胜，结束该场比赛

5、单场比赛采用 21 分直接得分制（一局过），11 分时双方交换场地。当比赛到

20 平时，一方先连胜两分为胜利，总分赛至 30 分。

6、团体赛按班级为单位进行直接淘汰制（不设分组循环），最后直接决出前八名

7、团体比赛中，参加的运动员每人只能参加其中的一场比赛，不得兼项，凡兼

项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该场比赛成绩

8、比赛前 10 分钟开始当面交换出场名单，一旦交换名单后不得随意改动或冒名

上场，一经查出，立即取消该场比赛成绩

9、参赛班级必须按照已编订的比赛日期、场地参加比赛。凡迟到的班级，一律

要递交带班主任签名的报告，如无故迟到，给与弃权处理

10、比赛中队员要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若有

关于资格问题的投诉要在比赛前向裁判长申诉，一旦开赛将不接受任何投诉。

四、奖励方法：

奖励各年级前八名

五、裁判组名单

裁判长由学生会负责，裁判员由各班报名的裁判员负责

游泳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2013年 10月 16日（星期三）下午 2:30开始

二、竞赛地点：高中校区游泳馆。

三、以年级为单位分为 3个组，即：高一年级、高二年级、高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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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项目

男子组：50米蛙泳、50米自由泳、4*50米自由泳接力

女子组：50米蛙泳、50米自由泳、4*50米自由泳接力

五、参赛方法

1、参赛人员：必须是广东实验中学高中校区在读学生。

2、以班级为单位组队。

3、单项每人限报 2项（接力除外），每项每班不能超过 2人（超编人员将随机删

除），接力项目每班只能报男、女子各一队。

六、竞赛方法

1、竞赛采取一次性决赛（不分预决赛），比赛按竞赛成绩排名各组、各项前 8名。

2、比赛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

1、各参赛单位比赛成绩录取前 8名，不足 8人（队）参赛，则按实际参赛人（队）

数全部录取。

2、获得各单项前 8名分别按 9、7、6、5、4、3、2、1、计分；如不足 8人，只

有 7人参赛则按 9、7、6、5、4、3、2、计分，余类推；接力项目按单项名次的双倍

计分。打破校运会记录另加 9分。

3、单项比赛名次相同时，两者所获得名次并列，得分平均计算，无下一名次。

4、设团体总分奖：各年级以班为单位奖励团体总分前八名，各单位男、女子得

分总和为该单位的团体总分。如团体总分相同，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如此类推。

5、对各组别在单项和接力比赛中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给予奖励。

八、参赛队须知

1、参赛运动员相互尊重对手，尊重裁判。

2、个班主任要认真组织好报名工作和运动员训练工作。

3、比赛期间，各班级要认真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4、对比赛规则不清楚的，可向体育科咨询。

5、参赛运动员必须穿着规范泳衣、裤、泳帽。

九、报名时间

在网上按要求报名（网址 www.ydh.cc），登陆该网址，使用分好的账号密码按提

示进行操作。与 2013年 10月 15号（星期二）之前完成网上报名（过期不报名当

弃权处理）

十、本规程未尽事宜由组委会另行通知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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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实验中学游泳比赛高中组纪录
二 0一 0年十一月统计（2005 年起）

项目 成绩 姓名（班级） 创纪录时间 备注

男子 50米蛙泳 30.86 温培钧 2009．10

女子 50米蛙泳 36.39 颜菁玮 2009．10

男子 100米蛙泳 1．14．09 温培均 2007．10

女子 100米蛙泳 1．29．99 黄楚雯 2007．10

男子 50米自由泳 24.78 梁瑞康 2009．10

女子 50米自由泳 29.18 邓婉莹 2009．10

男子 100米自由泳 59．07 宾汝霖 2006．10

女子 100米自由泳 1．09．81 张 鸥 2007．10

男子 4*50米接力 2.00.77 高一（13）班 2008．10 2009级

女子 4*50米接力 2．58．26 高三（13）班 2007．10 2007级

田径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2013 年 10 月 31－11 月 1 日（第 9周，星期四、五）。

二、竞赛地点：广东实验中学高中校区田径场

三、竞赛项目

100M、200M、400M、800M、1500M 、4×100M 接力、4×400M 接力、110M 栏（男栏高 0.84m、

栏距 9.14m）、100M 栏（女栏高 0.762m、栏距 8.50m）、跳高（起跳高度：男 130cm; 女

100cm）、跳远（起跳板：男 3m、女 2m）、三级跳远(起跳板：男 9m、女 6m)、铅球（男

5公斤、女 4公斤）。

四、参赛办法

1、凡在我校高中校区学习的在校学生，身体健康者均可报名参加比赛。

2、每人限报二项（接力除外）、每项每班限报二人， 4×100M 接力每班限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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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各一队，4×400M 接力每班限报男、女各一队。（接力比赛要求统一服装）

3、除 100M 比赛项目有预决赛外，其他项目全部采用按比赛成绩决出名次的方法

进行。

4、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五、录取名次及记分办法

1、各组别按比赛成绩录取前 8名，不足 8人参赛则按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单项

比赛，运动员所获名次按 9、7、6、5、4、3、2、1 记分，接力比赛则按单项比赛记

分办法双倍记分。

2、破学校纪录加 9分。

3、单项比赛遇比赛成绩相同时，则所获名次并列，得分平均计算，无下一名次。

六、奖励办法

1、对各年级获得团体总分前 8名的班级给予奖励。

2、对各组别在单项和接力比赛中获得前 8名的运动员给予奖励。

七、报名方法和时间

在网上按要求报名（网址是：www.ydh.cc），登陆该网址，使用分发好的帐号密

码按提示进行操作。于 2013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三之前完成网上报名（过期不报当弃

权处理）。

八、本规程未尽事宜由组委会另行通知和解释

广东实验中学高中体育节田径运动会纪录

2012 年 11 月统计(2005 年起)

项目 组别 成绩 姓名 创纪录时间

100M
男 11.04 曾堉琨 2012-11

女 12.65 朱顺莹 2012-11

200M
男 23.05 傅斐 2009-11

女 26.36 谢舒媛 2009-11

400M
男 52.30 傅斐 2009-11

女 1.02.46 朱文静 2007-11

800M
男 2.02.91 杨宇恒 2005-11

女 2.31.50 朱文静 2005-11

1500M
男 4.30.02 卢汉斌 2007-11

女 5.14.14 朱文静 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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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M 栏/100M

栏

男 15.03 郭姚佳 2010-11

女 16.25 龚苓 2005-11

跳高(M)
男 1.87 吴伟鸿 2012-12

女 1.57 徐航航 2007-11

跳远(M)
男 6.65 黄炜超 2011-10

女 5.03 梁宝如 2011-10

三级跳远(M)
男 14.11 黄炜超 2011-10

女 11.46 熊奕琦 2011-10

铅球(M)
男 13.51 周小乐 2012-11

女 10.14 刘思慧 2010-11

4*100M 接力
男 47.36 F4 2011-10

女 57.86 D17 2011-10

4*400M 接力
男 3.51.89 F14 2009-11

女 4.56.72 F19 2012-12

竞赛日程

第一场 2013-10-31 11:00:00

径赛

次 序 时 间 组 别 性 别 项 目 组 数 人 数 赛 别

1 高三 男子 100 米 预赛

2 高二 男子 100 米 预赛

3 高一 男子 100 米 预赛

4 高三 女子 100 米 预赛

5 高二 女子 100 米 预赛

6 高一 女子 100 米 预赛

田赛

次 序 时 间 组 别 性 别 项 目 组 数 人 数 赛 别

7 高三 男子 跳远 决赛

8 高三 女子 三级跳远 决赛

9 高二 男子 铅球 决赛

10 高一 女子 跳高 决赛

第二场 2013-10-31 14:00:00

径赛

次 序 时 间 组 别 性 别 项 目 组 数 人 数 赛 别

11 高一 女子 400 米 决赛

12 高二 女子 400 米 决赛

13 高三 女子 400 米 决赛

14 高一 男子 400 米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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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二 男子 400 米 决赛

16 高三 男子 400 米 决赛

17 高一 女子 1500 米 决赛

18 高二 女子 1500 米 决赛

19 高三 女子 1500 米 决赛

20 高一 男子 1500 米 决赛

21 高二 男子 1500 米 决赛

22 高三 男子 1500 米 决赛

23 高一 女子 4×100 米接力 决赛

24 高二 女子 4×100 米接力 决赛

25 高三 女子 4×100 米接力 决赛

26 高一 男子 4×100 米接力 决赛

27 高二 男子 4×100 米接力 决赛

28 高三 男子 4×100 米接力 决赛

田赛

次 序 时 间 组 别 性 别 项 目 组 数 人 数 赛 别

29 高三 男子 三级跳远 决赛

30 高二 女子 跳远 决赛

31 高二 女子 铅球 决赛

32 高一 男子 跳高 决赛

33 高一 男子 三级跳远 决赛

34 高三 女子 铅球 决赛

35 高二 男子 跳远 决赛

36 高二 女子 跳高 决赛

第三场 2013-11-1 8:00:00

径赛

次 序 时 间 组 别 性 别 项 目 组 数 人 数 赛 别

37 高一 男子 110 米栏 决赛

38 高二 男子 110 米栏 决赛

39 高三 男子 110 米栏 决赛

40 高一 女子 100 米栏 决赛

41 高二 女子 100 米栏 决赛

42 高三 女子 100 米栏 决赛

43 高一 男子 200 米 决赛

44 高二 男子 200 米 决赛

45 高三 男子 200 米 决赛

46 高一 女子 200 米 决赛

47 高二 女子 200 米 决赛

48 高三 女子 200 米 决赛

49 高一 男子 800 米 决赛

50 高二 男子 800 米 决赛

51 高三 男子 800 米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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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高一 女子 800 米 决赛

53 高二 女子 800 米 决赛

54 高三 女子 800 米 决赛

田赛

次 序 时 间 组 别 性 别 项 目 组 数 人 数 赛 别

55 高三 男子 铅球 决赛

56 高三 女子 跳高 决赛

57 高二 女子 三级跳远 决赛

58 高一 男子 跳远 决赛

59 高一 女子 跳远 决赛

60 高一 女子 铅球 决赛

61 高二 男子 三级跳远 决赛

62 高三 男子 跳高 决赛

第四场 2013-11-1 14:00:00

径赛

次 序 时 间 组 别 性 别 项 目 组 数 人 数 赛 别

63 高三 男子 100 米 决赛

64 高二 男子 100 米 决赛

65 高一 男子 100 米 决赛

66 高三 女子 100 米 决赛

67 高二 女子 100 米 决赛

68 高一 女子 100 米 决赛

69 高一 女子 4×400 米接力 决赛

70 高二 女子 4×400 米接力 决赛

71 高三 女子 4×400 米接力 决赛

72 高一 男子 4×400 米接力 决赛

73 高二 男子 4×400 米接力 决赛

74 高三 男子 4×400 米接力 决赛

田赛

次 序 时 间 组 别 性 别 项 目 组 数 人 数 赛 别

75 高三 女子 跳远 决赛

76 高二 男子 跳高 决赛

77 高一 男子 铅球 决赛

78 高一 女子 三级跳远 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