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9日下午, 首都高等学校第 55届学生田
径运动会筹备工作调研会在北京理工大学召开，
北京市教委专职委员王定东、体美处处长王军、体
美处李铮，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秘书长刘启孝、
田径分会秘书长刘玉友，北理工常务副校长杨宾、
校长助理汪本聪、体育部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首先，杨宾代表北理工对北京市教委领导前
来调研运动会筹备工作表示热烈欢迎，学校高度
重视此次运动会的承办工作，在经费保障、人员协
调、场地改造、后勤服务等多个方面做了大量细致
的准备工作，希望各位领导对北理工的筹备工作

提出宝贵意见。
体育部副主任孟光云作了筹备工作汇报，就

运动会的组织保障、赛事保障、人员保障、后勤保
障和宣传保障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

刘启孝就本届运动会赛事规程、网上注册与
报名、成绩认定、人脸识别系统使用、兴奋剂检测、
资格审查、运动会场地验收和奖品准备情况等方
面进行了说明。

北京市教委领导听取汇报后，对运动会前期
筹备工作取得成绩给予肯定，尤其是本届运动会
设计和启用吉祥物的新尝试与创新，对运动会文

化价值提升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赞赏,并就
运动会安全保障工作、运动会各类应急预案的制
订完善、运动会宣传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与
部署。

汪本聪对北京市教委领导的信任与支持，对
北京市大体协和田径分会的具体指导与帮助表示
感谢，下一步北理工将根据北京市教委提出的具
体要求进一步改进筹备工作，做好筹备各环节之
间的衔接与协调，全力以赴保障运动会的顺利举
行。

第 55届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筹备工作调研会在我校召开

5月 25日至 28日，第 55届首都高校田径运
动会在北京理工大学举办。本届首都高校田径运
动会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北京市体育局主办，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北京理工大学承办，北京
市大学生体育协会田径分会协办，亦是北理工第 5
次承办此赛事。目前，各项组织筹备工作正在紧张
有序进行中，北理工正以满怀的热情和信心迎接
这一首都高校体育盛事的到来。

作为承办学校，北京理工大学成立了“首都高
等学校第 55 届学生田径运动会筹备工作领导小
组及各专项工作组”，全面负责各项工作开展。由
学校常务副校长杨宾担任主任、校长助理汪本聪
担任副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校办公室。并
下设了综合协调组、竞赛事务组、开闭幕式组、志
愿者服务组、宣传信息组、后勤保障组、安全保卫
组等专项工作组，充分保障赛事承办各项工作顺
利开展。

本届运动会，本着节俭办赛的原则，北理工充
分利用学校现有场馆场地设施进行规划建设和改
造使用，北理工中关村校区东操场是比赛的主要
场地。目前完成了对场地塑胶层进行翻新维护、对
跳远、铅球等场地的改造，以满足首都高校田径运
动会的技术指标要求。同时，中关村校区体育馆内
的风雨跑廊也进行了修缮，为参赛运动员提供良
好的热身备赛空间。所有翻新工作在 4月底完成，
随后会对竞赛场地进行测试，为运动员们发挥最
佳实力做好基础保障工作。

在运动会检录工作中，将使用人脸识别系统
对参赛选手进行检录，提升检录速度，快速完成身
份认证识别。同时，本次运动会将完全使用电子化

测量系统对田赛、径赛项目进行测量工作，最大程
度地保证赛事的公平公正。

针对本届赛事，学校了招募 300余名北理工学
生参与运动会志愿工作，主要承担赛场服务、礼仪
服务、活动和赛场互动引导、接待服务。具体包括与
高校进行专项对接、沟通和反馈；赛事检录、终点认
证、赛场秩序维持；现场观众席的引导、咨询与维
护；开闭幕式的运动方阵集结与引领，赛事颁奖的
司仪工作等。目前，志愿者的面试、选拔、培训、演练
等相关工作已在校团委和体育部的指导下按计划
完成，力争在本次比赛中展现我校志愿者的青春风
采。

赛事后勤保障工作由北理工后勤集团、网络
中心、校医院、体育部等相关部门组成的专项工作
组负责。在赛事筹备和运行期间，将对校园环境进
行净化和美化处理，布置交通路线引导指示和提
供车辆保障，配备赛事所需的不间断水、电供应，
提供无障碍化赛区无线网络通讯服务。赛事医疗
服务方面，将配备专业急救设备和药品，配备医疗
服务团队。运动会的就餐服务，也将设定比赛专用
食堂，针对不同人员分区就餐，保障赛事期间的餐
饮需求。

作为首都高校体育工作的一面重要旗帜，首
都高校田径运动会在提升高校田径运动水平，增
进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承办首都高校田径运动
会，一是以举办运动会为契机，推进体育育人的理
念，提高全校师生对体育的认识，普及体育运动知
识，将体育运动日常化，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二是通过举办这次较高标准和要求的运动会，对

体育教育教学设施、场地进行维护，届时我校体育
场地和体育设施将进一步得到改善。三是进一步
提高学校体育工作水平，本次运动会既是各高校
运动代表队竞技的舞台，也高校体育教育从业者
一个相互交流学习借鉴，共同进步提高的平台。

我校体育部将积极响应国家《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号召，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北京理工大
学关于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要求，
广泛开展校园群众体育活动，建立多部门系统协
调并进的体育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学生组织和体
育类社团的作用，构建点上活跃、面上繁荣的校、
院、班、寝多级联动、全面覆盖的校园体育运动格
局。在校园马拉松、足球杯赛和篮球联赛等传统代
表性体育活动的基础上，推行单项冠军挑战赛、十
一人制足球赛、百班拔河赛、全民学太极等多层
次、广覆盖的校园体育活动。

据悉，比赛分为甲乙丙 3种竞赛组别，115个
竞赛项目。包含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
1500米、5000米、10000米、3000米障碍、10000米
竞走、20000米竞走、110米栏、400米栏、4伊100米
接力、4伊400米接力、跳高、撑杆跳高、跳远、三级跳
远、铅球、铁饼、标枪、链球、十项全能等多项田径
项目。北理工作为教育部高水平运动队田径项目
学校，将会参加甲 A组的比赛。我校田径队一直在
积极备战，经过夏季集训和冬季集训，目前各运动
队在教练员带领下正在进行赛前冲刺训练。参照
往届参赛情况和当前训练状态，投掷类项目如男
子铁饼、男女铅球等项目是北理工的强项，有极大
的夺金优势。此外，男子 110米栏、男子跳高、女子
长跑等项目也具有冲金实力。

5月 13日，第 55届首都高校田径
运动会主裁判会议、全体裁判员会议及
全体领队会议在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
校区召开。

上午 9时，主裁判会议在北京理工
大学体育馆新闻发布会厅举行。北京市
大学生体育协会田径分会秘书长刘玉
友、赛事主管章荣江、仲裁主任王余和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张鹏增在
会上分别发言，从赛事筹备情况、本届
运动会的创新点、裁判员和技术官员职
责以及赛会服务等四个方面向参会的
各位主裁判介绍了赛事的基本情况，并
对相关裁判工作事项提出要求。

随后，全体裁判员会议在北京理工
大学七号教学楼报告厅召开，由北京市
大学生体育协会田径分会秘书长刘玉
友主持会议。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助理汪
本聪出席会议并讲话。

汪本聪首先代表学校对全体裁判员
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表示，北理工高度重
视本届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的承办工
作，成立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以及竞赛
事务、志愿服务、宣传信息和后勤保障等
专项工作组，为赛事顺利进行做了充分
准备。赛事裁判工作是比赛公平公正的
重要保障，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本
届赛事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会上，赛事相关负责人员对裁判工
作方案、裁判各工作岗位流程进行了讲
解和说明，对裁判员注册流程、裁判员
着装等提出了统一要求，并向全体与会
裁判员对本届运动会采用的检录人脸
识别技术、电子化测量系统的情况进行
了详细介绍。

下午 4点，在北理工七号教学楼报
告厅举行了全体领队会议，来自 70所
首都高校代表队领队参加了会议。

北理工体育部副主任张鹏增就赛
事筹备情况向与会人员进行了说明，并
向各位领队通知了场地测试的时间，介

绍了本届运动会的比赛流程以及赛事
服务的安排。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田径分会秘
书长刘玉友表示了对北理工赛事筹备工
作的肯定和赞扬，并向全体领队强调了
对运动员注册、检录的要求。

赛事主管章荣江要求各代表队积
极配合主办方的安排，严格按照比赛要
求参赛，同时对各个竞赛项目对检录时
间要求作了详细说明。

最后，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席
杜松彭作了讲话。他强调，领队会是一
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各位领队要落实会
议精神，保证运动员按要求参赛，不辜
负以往的训练。同时，杜松彭代表大体
协对北京理工大学的精心准备表示感
谢，北理工承办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的
次数和历史在首都各高校中排在前列，
为本届运动会设计的吉祥物也非常具
有北理工特色，很有纪念意义。

杜松彭在会上各位领队提出四项
要求：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文明参赛、
增进友谊。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是国内
历史最悠久的同时也是最盛大的一项
高校田径赛事，本届运动会具有非常高
的组织水平、技术水平和信息化水平，
希望各位选手能够珍惜机会、公平参赛
并发挥出最高的水平。

首都高等学校第 55届学生田径运
动会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北京市体
育局主办，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北
京理工大学承办，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
会田径分会协办。本次主裁判会议、全
体裁判会议、全体领队会议的召开，体
现了主办承办单位对于保证赛事公平
公正、保障比赛项目的规范、有序、顺利
进行的重视和决心。北京理工大学将以
饱满的热情、严谨的态度和更好的服
务，把本次赛事办成精彩、团结、具有北
理工特色的高校体育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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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和汗水，演绎青春旋律
———我校啦啦操、扇子舞表演队排练进行时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绽放出姑娘们的
美丽青春；芬芳美丽满枝丫，花团锦簇又洁
白无暇。

150位来自 3个学院的同学手持古典舞
扇，婀娜演绎中国古典乐曲《茉莉花》。同学
们轻摇手中的折扇，踏着轻盈的步伐，一朵
朵恬静典雅的茉莉花在场地中盛放，为激
情、奔放的运动场带来一道柔美的风景线。

刚柔并济、动静皆宜，节奏感强、动作干
净利落的啦啦操表演队将青春的姿态呈现
在观众面前，640名同学分别来自 16个不同
学院，表演队成员以大一大二的学生为主。
作为一项普及性极强，集舞蹈、体操、音乐、
健身于一体的集体体育项目，啦啦操集体表
演早早就被确定为第 55届首都高校田径运
动会开幕节目。规定动作、方阵走位以及适
应音乐编排节奏都需要多次练习才能达到
一致协调的效果。

由于表演人数众多，各学院同学的课程
安排不一，只能采取各学院分散训练的方
式。大家在紧张的课业学习之外挤时间进行
训练，不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北京理工大
学良乡校区的校园里都会时常
看见他们排练的身影。“4 月 8
日我们组织了一场参演学院间
的分队比赛，各支队伍的表现都
很好。”为了提高团队表演的默
契和整体水平，每个周末，王娟
都会赶往良乡校区体育场，组织
同学们进行集体练习。

手拿花球一遍遍地练习跳
跃、转体等啦啦操动作，还要踩
准音乐步点，参演同学们训练地
非常刻苦认真。2016 级外国语
学院的王倩倩是第一次参加啦

啦操项目训练，“这套动作的难度不大，只要
认真就能学会。跳得过程中会要求自己把动
作做到位，做得有力度。虽然这样会消耗更
多体力，但是希望这样能和大家把每一个动
作都做好做整齐。”

扇子舞、啦啦操项目在北京理工大学每
一届校运会的开幕式上都会给观众们留下
深刻的印象。而今年，为了在第 55届首都高
校田径运动会开幕式上更好地展示北理工
学子的青春风貌和运动活力，体育部的老师
们在队形的编排上更是花了很多心思。“我
们在场下画了很多的图，包括队形的变换，
每个人的位置，都要一一敲定。”

本届运动会的开幕式集体表演项目众
多，各个项目之间的配合也是一大亮点。“由
于人数有限，我们会把不同队伍的表演穿插
起来，每一个主演项目都有其他项目的同学
从旁助演。”不同项目的配合会让整体的表
演效果更加多彩，同时也会增加排练的难
度。“5月份我们还会进行多次集体排练以及
带妆彩排，力求呈现出最好的整体效果。”

5月 25日至 28日，首都高等学校第 55届学生田径运
动会在北理工举办。会徽和吉祥物设计是本届运动会筹备进
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会徽体现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
匹克精神，展示了首都大学生朝气蓬勃、团结协作、顽强拼搏
的精神风貌，传达了主办方和承办方欢迎八方宾客的热情与
真诚。

会徽由北理工设计与艺术学院学生潘青青设计。会徽的
整体设计构思由“55”这一数字演化而来，在此基础上融入了
代表田径运动的“跑道”元素以及具有北理工特色的“和平
鸽”羽翼元素，在体现运动时代感的同时融入了运动精神与
人文精神。会徽以红色、橙色、蓝色为基色，体现了大学生朝

气蓬勃、突破自我、积极奋斗的运动精神。同时，会徽呈现出
一种盘旋向上的运动趋势，体现出大学生在田径运动中散发
的青春、活力、积极、向上的风貌。

吉祥物由北理工设计与艺术学院学生刘帅、刘双孚、李
佳然设计。吉祥物从北理工校徽中鸽子、鹰、橄榄枝中提取而
来，保留鸽子与鹰的关键元素的同时，使吉祥物展现可爱活
力的形象。头顶为中国坦克兵帽，象征着我校的铁血军工传
统。橄榄枝寓意和平，更是奥林匹克的关键元素，象征着活力
与希望。吉祥物伸出橄榄枝，也寓意北理工对各参赛高校代
表队的友好与热烈欢迎。

首都高等学校第 55届学生田径运动会会徽、吉祥物正式发布

我校积极筹备第 55届
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相关工作

铮铮铁骨豪情志，飒飒英姿势比天。第 55届
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即将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
为展现北理工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树立北
理工学子活泼自信的良好形象，北京理工大学国
防生积极承担起了运动会开幕式上相关表演任
务。训练期间，学校和选培办领导高度重视，体育
部老师认真指导，全体国防生奋力备战，为各项训
练任务的顺利展开提供了坚实依靠和有力保证。

全体国防生分为三部分进行开幕式准备：良
乡校区国防生负责开幕式队列操和拳术表演，中
关村校区的 13、14级国防生分别就运动员代表方

阵和红旗方阵展开训练筹备，此外，北京理工大学
国旗仪仗队中的国防生们也在训练中加大了训练
量，“正步走”的口号回荡在校园上空。

作为运动会开幕式的重要表演环节，良乡校
区国防生方阵涵盖队列会操、搏击操、军体拳等表
演科目，其中穿插“BIT队形变换”“国旗舞动”等难
度较大的表演内容。队列操和拳术方阵的表演极
具节奏感，动静结合，充分体现了北理工国防生活
力四射的青春风貌和大学浓厚的军工底色。既要
保证每一个动作规范有力、协调一致，还要使得同
学们走位准确、贴合配乐，这对每名参演国防生都

是不小的挑战。为切实保证科学组训，方
阵训练完全打破国防生原有管理建制，改
之以方阵中的组别为单位，由素质优秀的
同学任组长，负责整个小组的训练管理，有
效提高了训练成效。

冲拳弹踢打出男儿本色，齐步正步更
是豪气冲天。国旗仪仗队的同学们也加快
了训练步伐，晚训时间更是延长至近十一
点。当汗水挥洒在一百米的跑道上，当砸
地声一次次回荡在校园上空，我们知道，他
们在用一次次的练习践行着“护卫国旗 高
于生命”的信仰。

在中关村校区，14中队国防生进行红
旗方阵训练时，还要顶住大三繁重的课业
压力。红旗方阵对排面的整齐度和成员的

臂力体力要求极高，由于参训人员专业分散，因此
全体同学在集体训练时都认真对待、毫不懈怠，立
志走出国防生风采，交上一份优异的答卷。13中队
国防生既要克服“军政训练月”带来的体力疲乏，
还要完成毕业设计，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
他们义无反顾承担了运动员方阵任务，他们也将
用挺拔的身姿在离开学校前留下属于自己的“北
理工印记”。

训练时间是训练成果的有力保证，为了在每周
末的彩排训练中都有所进步，参训国防生还牺牲课
余时间学习新动作、细抠老动作，力争做到动作的
协调一致、整齐划一。训练过程中，选培办领导多次
前往各训练方阵场地，检查指导表演方阵训练情
况，为参训人员加油鼓劲；各方阵负责骨干以视频、
文案为载体进行教学，大大提高了训练效率，高效
利用了宝贵的训练时间。

从清晨到黄昏，伴随汗水滑落的是更加娴熟
规范的动作；从操场到北湖，打磨心中坚毅的是铭
记心底的责任使命。北理国防生在繁重的训练任
务面前，时刻牢记肩负的重大责任和崇高使命，不
畏难不退缩，真正体现了“拉得出”“冲得上”“顶得
住”的过硬素质。

他们奋力喊出的每一个“杀”字都饱含着对一
招一式的精深领悟和对国防军魂的热切希望。我
们相信，开幕式当天，观众定会为这猛虎游龙的态
势所震撼折服，为这顶天立地的豪气呐喊欢呼！

使命与担当，铸就北理国防本色 ———我校国防生首都高校 55届田径运动会方阵训练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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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

为推动首都高校“阳光体育运动”深入开展，
提高首都高校田径运动水平，鼓励学生走下网络、
走出宿舍、走向操场，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道德和
公平竞争、乐观向上的体育精神，增进院校之间交
流与合作。

二、时间和地点

（一）竞赛时间：2017年 5月 25日至 28日
（二）竞赛地点：北京理工大学

三、竞赛组别与项目

（一）男子甲组：（共 23项）
100 米、200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5000

米、10000 米、3000 米障碍、10000 米竞走、20000
米竞走、110 米栏、400 米栏、4×100 米接力、4×
400米接力、跳高、撑杆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
球、铁饼、标枪、链球、十项全能。
（二）女子甲组：（共 21项）
100 米、200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5000

米、10000米、3000米障碍、5000米竞走、10000米
竞走、100米栏、400米栏、4×100米接力、4×400
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标枪、
七项全能。
（三）男子乙组：（共 21项）
100 米、200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5000

米、10000 米、3000 米障碍、110 米栏、400 米栏、
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撑杆跳高、
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标枪、链球、十项全
能。
（四）女子乙组：（共 18项）
100 米、200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5000

米、10000米、100米栏、400米栏、4×100米接力、
4×400 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
饼、标枪、七项全能。
（五）男子丙组：（共 17项）
100 米、200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5000

米、10000米、110米栏、400米栏、4×100米接力、
4×400 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
饼、标枪。
（六）女子丙组：（共 15项）
100米、200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5000

米、100米栏、400米栏、4×100米接力、4×400米
接力、跳高、跳远、铅球、铁饼、标枪。

四、参赛资格

（一）资格
1.凡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是有正式学籍并在学

校就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和留学生。成人教育，短
期班等学生不能参加比赛。

2. 各校所有参赛运动员，2016年新生及其他
要参赛的运动员必须在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 -
田径分会网站注册。注册路径打开 http://www.
bjdtx.com点击：分会网站进入田径分会主页，点
击田径运动会报名注册系统进行办理注册、报名
手续。报名和注册时间从 2017年 3月 01至 2017
年 4月 25日 20时止。

3.参赛运动员必须佩带运动员参赛卡（吊绳
和卡视为一体，缺一不可参赛）。

4.凡参赛的运动员须经医生检查确认身体健
康，并在报名单上加盖医务公章方为有效。

5.凡被中国田径协会禁赛，处罚期间的运动
员不得参赛。
（二）分组和报名人数
1.高校比赛分甲、乙、丙三个组；
甲组：又分甲 A和甲 B。
甲 A：
教育部高水平运动队田径项目学校、体育院

校及普通大学中体育院系非运动专业学生。
甲 B：
（1）体育院校及普通大学的体育学院系运动

专业学生；
（2）凡入学前曾代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俱

乐部、行业体协参加（报名）下列比赛之一者：
第十二届（2013年）全国运动会（含预赛、预

选赛、资格赛等属于全运会名义的比赛）;
凡参加过由国家体育总局或田径运动管理中

心（协会）所主办的下列项目全国性比赛（全国少
年、青年比赛除外）：全国田径锦标赛（包括室内
赛、越野赛和竞走赛）；全国田径分站赛、冠军赛、
大奖赛、总决赛;

入学前是普通中学在校学生，在参加以上所
列限制赛事之前，已在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
秘书处以中学生身份注册者，不受此限。

乙组：首都高校中 8000人以上、非教育部高
水平运动队田径项目学校。

丙组：首都高校中不满 8000人、非教育部高
水平运动队田径项目学校。

2.各组限报人数：
甲 A组 40人(其中男女运动员各不得超过 26

人);甲 B组 20人（其中男女运动员各不得超过 14
人）；乙组 30人（其中男女运动员各不得超过 20
人）；丙组 20人（其中男女运动员各不得超过 14
人 "中华女子学院除外 "）。每名运动员限报 2个
单项，每项限报 3人，全能运动员仅可兼报接力。
各单位可报男、女接力各 1队。

3.有关运动员的资格问题请报名单位严格审
查把关，报名后如运动员资格违反有关规定者将
按本规程第六条第(九)款之规定处理。
（三）报名手续
1.各校可报领队 1人，教练 2至 4人，报留学

生参赛的团队（留学生参赛占所在组名额，不单独
设组和设奖）可多报 1名翻译（凡被中国田径协会
处罚期间的教练员不能担任教练工作）。各队通过
网络报名，所报项目栏应填写 "1"，报名后请打印
报名单一式两份，并加盖学校和医务部门公章，召
开领队会时间地点将另行通知 (开会时请携带盖
有医务章 "或附带运动会期间人身意外伤害险保
险单复印件 "的报名表、校旗、入场式解说词“150
字以内”、)。

2. 各单位报名运动员号码延用第 53届田径
运动会分配号段。

五、竞赛办法

（一）预决赛
1. 男子 100米、200米、400米、110米栏和女

子 100米、200米、400米、100米栏，及甲组男、女
子 800米报名人数超过 8名采取分组预赛（为了
鼓励运动员创造更好的成绩大会编排预赛分组时
将尽可能将甲组 2016年高校比赛获得前八名的
运动员排在一组，如“4×100米接力、4×400米接
力”），按成绩录取前 8名参加决赛。

2.甲 B运动员参加竞赛只参加预赛，不参加
决赛。
（二）凡竞赛项目报名不足三人或三队时（含

接力队），即取消该项目的比赛，由田协通知有关
学校改项。报名人数在 8人或队以上录取前 8名，
报名不足 8人或队（含 8人或队），减一名录取。
（三）报名撑杆跳高的运动员要自备撑杆，比

赛当天检录时有关裁判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四）田赛项目比赛顺序由大会抽签排定。
（五）接力项目，各单位的参赛运动员必须统

一服装，否则不准参加比赛。
（六）10000 米及 10000 米竞走、20000 米竞

走、5000米竞走设立关门时间，关门时间标准男
子分别为：42:00、57:30、2：25：30.女子分别为:5000
米竞走为：30：00。10000 米竞走为 1:02:30.10000
米为 48:00（关门时间执行方法：是指运动员到达
关门时间时还距离终点 400米以上者即被劝离退
出比赛）。
（七）竞赛使用最新田径竞赛规则及成人比赛

标准（器械重量、栏高、栏间距）。
（八）为保证公平竞赛,本届运动会将加大兴

奋剂抽查检测力度，如违反了反兴奋剂规则，除将
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并报北京市教委通报批评。

六、录取名次、计分奖励办法

（一）各单项录取前 8名，1-8名按 9、7、6、5、
4、3、2、1记分。接力和全能分数加倍。
（二）甲 B运动员只参加预赛不参加决赛；甲

B运动员预赛成绩须进入预赛总成绩的前三名，
其成绩超过甲 A运动员决赛成绩的第三名，方按
成绩排列相应名次，不能有并列名次。
（三）甲 A和甲 B分别录取名次。1-8名按 9、

7、6、5、4、3、2、1记分。甲 B运动员成绩，分别相当
于或超过甲 A运动员的决赛前 3名成绩，方按序
录取名次，不得有并列名次，最多录取 3名，最少
为 0。1-3名按 9、7、6记分。
（四）各单项录取前三名颁发奖牌。1-8名发

证书，获奖证书由各单位在闭幕式时到成绩记录
处统一领取，会后不再补发任何证明、证书。
（五）凡打破首都高等院校田径运动会纪录的

运动员发给破纪录奖。
（六）团体总分：甲组设立甲 A男子团体总分、

甲 A女子团体总分、甲 A男女团体总分前八名；
甲 B团体总分前三名。乙组、丙组分别录取男子团
体总分、女子团体总分、男女团体总分前八名。如
总分相等时，以破纪录多者列前，再相等则以第一
名多者列前，再相等则以第二名多者列前，以此类
推。
（七）本次运动会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 30名，

评选优秀裁判员 30名，评选最佳运动员、最佳教
练员若干名，评奖办法见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评
选优秀裁判员、评选最佳运动员、最佳教练员细
则。
（八）运动会后请在一个月之内以学校为单位

申请全国大学生田径锻炼标准（试行）等级运动员
证书（免费发放）。
（九）各参赛院校和运动员必须遵守本规程各

项规定。如违反或不符合规定，弄虚作假者，一经
发现，即取消比赛成绩和团体总分并通报批评；严
重者停赛一年。

（十）各参赛单位要通过 http://www.bjdtx.
com网站：点击 -分会网站 -点击田径分会主页
下载相关文件（竞赛日程、分组名单、号码段分配
表、补充说明等文件）。

七、其它未尽事宜以执行单位通知为准。

首 都 高 等 学 校 第 55 届 学 生 田 径 运 动 会 竞 赛 规 程

首 都 高 等 学 校 第 55 届 学 生 田 径 运 动 会 竞 赛 日 程

2017-05-25（星期四） 上午 08:00

径 赛

田 赛

2017-05-25（星期四） 下午 13:00

径 赛

田 赛2017-05-21（星期日） 下午 13:00

径 赛

田 赛

田 赛

2017-05-26（星期五） 下午 13:30

径 赛

2017-05-27（星期六） 上午 09:00

径 赛

田 赛

2017-05-27（星期六） 下午 13:30

径 赛

田 赛

2017-05-26（星期五） 上午 08:00

径 赛

田 赛

田 赛

（下转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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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第 30届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在
北京理工大学东操场召开，时隔 25年的 2017
年，还是在北京理工大学东操场，第 55届首都
高校田径运动会即将召开。25年来，北理工田
径队加强建设，矢志争取，涌现出多名高校冠
军、全国冠军，在北京高校运动会上始终稳居
前列。

今年利用主场优势，田径队 5个本科年级
和研究生全员出动，近 50运动员是田径队成
立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相信一定会在五
月下旬的北理工东操场再次奏响凯歌。

投掷队

曹大伟老师和他的投掷队是北京理工大
学田径队的中流砥柱，近几届高校运动会中曹
大伟的队伍年年争取到将近全校一半的积分
分数，在男女铅球和铁饼项目中，在北京高校
中有着压倒性优势，李月、林鑫宇、张旭龙等屡
夺冠军。不但每每有冠军出现，前八名里更是
经常有近半数是曹大伟的弟子。在去年的大学
生田径锦标赛中，曹大伟凭借多年优异的执教
成绩和一届比赛“一冠一亚”的好成绩被评为
了高校优秀教练员。我们相信，在五月份的主
场作战中，这支队伍一定能在自己的运动场上
夺取丰厚的胜利！

戴铭尧是投掷队优秀队员，国家一级运动
员，曾获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冠军、北京高
校运动会亚军。作为 2016年全国大学生田径
锦标赛北理工唯一的冠军，戴铭尧自大学以来
一直勤奋努力，兢兢业业开展训练、用精神饱
满，不怕苦累的态度迎接挑战。在去年的全国
大学生比赛中，他在试场地时中暑呕吐，依然
坚持训练，最终拿下全国冠军。今年，戴铭尧挟
冠军之威再战北京高校运动会，为北理工争金

夺银。
魏子栋，三届北京高校运动会冠军、两届

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冠军、2014年全国青年锦标
赛冠军、201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亚军。魏子栋
在大学的运动生涯一直非常稳定和优秀，作为
北京理工大学在高校运动会上最有把握的传
统优势项目，戴铭尧在男子铁饼项目上，以全
国职业比赛全国田径锦标赛亚军的成绩回归
北京高校运动会，凭借王者归来的优势，力争
将金牌收入囊中。

短跨队

跨栏教练姚鹏老师和他的弟子们铸就了
北理工田径队在跑道上的辉煌，近十余届北京
高校运动会中，一代代的理工跨栏运动员都能
站上领奖台，涌现了破高校记录的马磊、边丰
禄、柯思远等老一代优秀高校运动员。现在这
个接力棒传到了 2016年北京高校冠军的健将
张帅手中，我们期待在本届主场比赛上，他能
带领北京理工大学跨栏队续写跑道上的辉煌。

张帅 2015 年保送进入北京理工大学，
2016年参加高校运动会便斩获冠军，以百分之
一秒绝杀第二名。曾获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
上斩获专业组第四名，并在随后的全国跨栏项
目群体赛上以 14秒 14的成绩获得冠军，达到

国家健将运动员标准。
边丰禄，北京理工大学 2012级本科生，大

学运动生涯中从未走下过北京高校运动会的
领奖台，在谢幕之战中，我们拭目以待，看他能
否第五次，在北京理工大学自己的场地上站上
领奖台。

短跑队

赵志明老师和他的短跑队有着光荣的传
统，当年的女子接力号称‘精工魔女’，横扫北
京高校。现在，赵志明的队伍仍然和北京市田
径代表队这样的专业运动队有着紧密的合作，
输送着王茜、杜欣然这样的优秀高校运动人
才。

跳跃队

跳跃教练李涛老师也是北京理工大学田径
队的领队，在每天带队训练的同时他也在关心
着队里的建设工作，为学校田径作出卓越贡献。
跳跃对运动员发扬吃苦耐劳的体育精神，每天
都在训练馆最后一个离开的队伍，相信在本届
高校比赛中他们一定不会辜负自己的努力。

程凯威，在上届高校运动会上，他冒雨拼
搏，在天时地利都不顺利的情况下争取到了银
牌。在大学生田径锦标赛上，他沉着冷静，稳定
发挥，拿到了全国季军，希望这次在自己的主
场上能够取得更大突破。

标枪队

刘海英老师在北理工执教标枪已二十余
年，凭借自己的敬业精神和过硬的技术理解，
在强手如林的北京高校标枪项目中长久的占
有一席之地。今年主场作战，在自己的草坪上，
全国季军杨赛赛、两届高校链球第四孟祥鹤能
否拿到奖牌？让我们拭目以待。

杨赛赛，不屈不挠的山东姑娘，虽伤病缠
身却从未放松自己的训练，因为她知道，比对
手强的那么一点，就是多坚持下来的那么一
点。2015年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由于膝盖伤痛
憾失季军，2016年蛰伏一年终获奖牌，相信在
本届比赛中，她的韧劲和不服输的精神会给我
们带来更大的收获。

女子中长跑队

栗晶老师和她的女子中长跑队是训练热
情最高涨的队伍，每到周六日，也总能在操场
上看见她们不知疲倦的身影，在栗晶孜孜不倦
的教诲中，近年也涌现出了刘红、关悦等高校
前三名的优秀运动员。本届高校，他们一定不
会辜负自己牺牲了多少个休息日的努力，让汗
水和勤奋开花结果。

中长跑队，现有四名运动员组成。她们分
别是： 喆刘红，关悦，杨媛，孙文 。刘红，今年研

一，中长跑队队长。在 2014年大运会取得了
10000 米第二，5000 米第三的好成绩，并在
2016 年北京高校运动会中为校争光，取得
10000米第三的成绩。

2017年 55届北京高校运动会是北理工的
主场，现在我们正在抓紧时间努力训练，克服
各种困难，届时，争取在各个项目中取得优异
成绩，不辜负学校对我们的培养与关心，再创
辉煌战绩！

男子中长跑队

姚义老师的男子中长跑队伍曾经获得数
届高校前三，现役运动员刘高征也两度问鼎铜
牌，男子四八百米孙伟在北京高校八百米接近
全运会水平的角逐中收获第八名，证明了在哪
怕有奥运选手参赛的项目中，北京理工大学还
是可以坚守住自己的一席之地。

全能队

黄春雷老师带领的全能和撑杆跳项目中
颇有建树，2010级马亚迪多次获得北京高校男
子撑杆跳亚军季军，并在上届的谢幕之战斩获
第四，完美收官。2013级的蔺广硕在去年的比
赛中因为雨天跑道湿滑遗憾犯规，去年由于腰
部伤病遗憾第八名的全能运动员王舜将在自
己的主场上展露实力，我们一起见证。

投掷队全家福

跨栏队全家福

女子接力队全家福

跳跃队全家福

标枪队全家福

女子中长跑队全家福

男子中长跑队全家福

全能队全家福

第 55届首都高校学生田径运动会志愿者培训活动圆满完成

“动！”当洪亮的指令声响起，8 位手拿武术
比赛刀的同学应声而动，在紧张激昂的音乐中摆
开架势，开始了集体刀术的练习……几乎每个下
午，北理工武术运动队的同学都会在体育部张月
霜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第 55届首都高校田径运
动会开幕式的刀术表演训练。

北理工武术运动队是一支高水平武术运动
队，在前不久结束的 2017年首都高校武术集体
项目比赛中，他们获得了“集体其他太极器械项
目”的一等奖和三等奖。“我们大概在一个多月之
前接到了首都高校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通知。”
张月霜老师带领着武术队的同学在备战比赛的
同时也在积极准备着这次的开幕式表演。

在选择开幕式表演项目上，武术队没有采用
一贯的集体剑术套路，而是表演一套全新编排的
集体刀术。“北理工在集体剑术上的实力有目共
睹，这次选择刀术表演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突
破。”为了更好地展现武术队的刀术实力，在编排
套路的阶段，张月霜跟领武术队的同学在动作编
排上下足了功夫，甚至经常在晚上和周末加练。

表演不同于比赛，所有成员的动作要整齐划
一。每次排练，表演队的同学们对每一个动作都
精雕细琢，一个掌型、一个亮相，甚至一个扎刀角
度的确定都要反复琢磨。“这次表演的人数不多，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动作上吸引观众的眼球。”

考虑动作的同时，张月霜在服装选择上也做
了很多思考。“这次的演出服还是很漂亮的，黄衫

金袖，蓝色绣花，刀彩也是蓝色的。在运动场上表
演的时候颜色上会很突出，视觉效果很好。”

武术队每天的训练都从铺地毯开始，重以吨
计的地毯需要大家一起用力才能完全铺开。铺好
地毯，大家就开始自发地进行热身准备活动。“这
些孩子都是从小就学武术，每天都要练基本
功。”张月霜在关注同学们做动作的同时也会时
不时地进行动作指导，“腿快一点”“重心放低”
“这个动作要定住”……队员们也都认真地进行
着动作的改进。

研二的魏伏康即将毕业，但他仍然坚持着每
天的训练，“在咱们学校武术队七年了，一直跟着
队里参加比赛。”在完成学业任务的同
时，魏伏康也在各类武术比赛中取得了
不俗的成绩。他一直很注重武术和学业
之间的平衡，“五月底有论文答辩，可能
要协调一下时间，但每次参加比赛的时
候体育部都会帮忙出证明，学院的老师
们也很理解我们。”

大一的杨李卓群前不久入围第 13
届全国学生运动会武术项目比赛的决
赛，刚刚从上海回来。“前面一直在比赛
没赶上排练，后面要抓紧跟大家合练
了。”对于从小练武的她来说，补课学习
这次开幕式表演动作并不需要花费过
多的时间，更大的困扰来自于腿上的旧
伤。“这几天是稍微有些严重，受伤也习
惯了，队里每个人身上都有伤。”即便如

此，她也依旧坚持着。“能在全校同学面前表演是
件很光荣的事。”

张月霜则经常奔波于两校区之间，常常是上
午还在良乡校区上课，一下课就得赶往中关村校
区指导武术队的训练。“良乡的体育课是日常教
学，这个不能放松，两头工作都得做好。不只是我
一个人，体育部负责开幕式表演的几位老师都是
这样的。”

进入五月份，武术队将到良乡校区与其他表
演项目团队一起进行全体的大合练，张月霜和同
学们都非常期待，希望以完美的表演向观众们展
示武术的魅力。

田 赛

2017-05-28（星期日） 上午 08:00

径 赛

2017-05-28（星期日） 下午 13:00

径 赛

田 赛

功
夫
少
年
的
速
度
、力
量
与
激
情

︱
︱︱
北
理
工
武
术
运
动
队
排
练
进
行
时

4月 8日，首都高校运动会志愿者第一次培训活
动在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综合教学楼顺利举行。

首先，微尘的优秀志愿者余睿与参加培训的志愿
者们分享了自己的志愿经验。

接着，延河之星志愿者总队前任副队长朱志海和
志愿者们分享了他在做志愿时的感受。他提到了一些
志愿者应该注意的事项和应该遵守的原则，这些都让
在场志愿者受益匪浅。

来自共青团中央的校友于力新老师向志愿者们介
绍了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及其开展的项目，希望同学
们能够积极参加。

下午，校团委副书记赵汐作了一场有关大型赛会
主要岗位职责、技能及无障碍服务的讲座。活动最后，
志愿者来到图书馆地下室，进行了方阵志愿者引导者
的选拔。

4月 15日上午，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志愿者第二

次培训活动在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顺利举行。本次
培训共分为两个部分，急救培训和方阵引导员礼仪培
训。

急救培训于上午 9:00在理科教学楼 401举办，由
红十字会的嬴奥老师进行讲解，嬴奥用饱满的热情与
渊博的急救知识为志愿者们带来了一场充实而有意义
的讲座，志愿者们受益匪浅。

首先，嬴奥讲了掌握急救知识与方法的重要性。接
下来，她为志愿者们讲解了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应急
处理措施，通过为志愿者们播放了短片，用实例来加深
志愿者们的印象。最后，嬴奥讲解了心肺复苏术，用特
地为志愿者借来的人体模具示范了心肺复苏的流程以
及掌根按压的位置，以此来加深志愿者对心肺复苏方
法的了解。方法讲解完毕后，嬴奥邀请志愿者们登上讲
台去感受心肺复苏术，志愿者们积极踊跃，纷纷去进行
练习。

礼仪培训于 9:30准时在综合教学楼演艺厅举行，
礼仪培训包括三个部分：站姿的脚位，手位，以及走路
时的 玥转身。负责此次培训工作的王思 老师首先向志
愿者们讲解脚的摆放，两脚相距半个脚掌的距离，前面
的腿稍弯，膝盖向内收，重心放在后面的脚上。然后是
手位，两臂打开，右手握住左手，置于小腹前。最后是转
身，动作一定要一气呵成，站定后不能晃动，要挺胸抬
头，面带微笑。每个动作教完后，志愿者会加以模仿、巩
固，有不少动作标准的志愿者被作为其他志愿者们学
习的模范。

通过培训，志愿者们不仅学习了急救方法与礼仪
知识，并且思考了志愿精神的内涵，可谓受益匪浅。相
信北理工全体志愿者一定能以饱满的精神面貌、严谨
的工作态度、出色的服务质量成为本届首都高校田径
运动会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上接第 2版）

  



4 版 副 刊
905期 2017年 5月 24日 责任编辑：马瑶

校报

出版：北京理工大学校报编辑部 主编：包丽颖 副主编：王征 电话：（010）68912536 地址：北京理工大学 2 号办公楼 340 室 邮编：100081

我 校 东 操 场 披 上 全 新 田 径 涂 装

5月 25至 28日，首都高等学校第 55届学生田径运动会，将在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校区东操场举行，目前赛事筹备正在紧密有序
进行中。这是时隔 25年后，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再一次回到北理工。

穿越 25年的时空，让我们回到 1992年的北理工光影流年，黑白瞬间。让我们共同期待，北理工体育，荣光绽放！

1992年 5月，第 30届北京市高等学校
田径运动会在我校东田径场举行

北京市高等学校第 30届学生田径运动会
开幕式，裁判员运动员入场

我校学子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表演舞龙 学生张家伟参加十项全能，正在进行 1500米赛

我校学生杨世洪参加撑杆跳比赛获第二名 我校学生郭淑玲参加女子甲组八百米赛获
第一名，打破当时高校记录

我校女子甲组接力赛获第一名 我校获甲组金牌总分第二名

5月下旬，第 55届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将在

北京理工大学开赛。北理工中关村校区东操场经

过为期一个月的整修，对场地塑胶层进行了翻新，

重新喷涂了道次指示标线。作为主竞赛场地，东操

场此时以全新的田径涂装登场亮相。首先从高空

视角一窥运动场的全貌，新换种天然草皮的足球

场翠绿如茵，与橙红色的跑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橙色跑道上，新喷涂的漆面和颗粒质感总是

能让人血脉偾张，这里将是 70所高校运动健儿竞

技争先的赛场！

为了满足竞赛场地技术指标要求，在工期紧

张的情况下，学校后勤集团、体育部和施工单位采

取连续施工、各工序紧密衔接作业，保障了北理工

东操场跑道修整工作如期顺利完成。

为了满足竞赛场地技术指标要求，在工期紧

张的情况下，学校后勤集团、体育部和施工单位采

取连续施工、各工序紧密衔接作业，保障了北理工

东操场跑道修整工作如期顺利完成。

焕然一新的田径场，在静静地等待第 55届首

都高校田径运动会的到来。作为东道主，北理工用

满怀的热情，欢迎首都高校各高校参赛代表队于

此相聚，共享这一体育盛事。同场竞技，为校争光，

感受体育文化，享受体育快乐！

第 55届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宣传信息组
组 长：包丽颖

副组长：王征

成 员：吴翼飞、秦军、徐思军、郭强、段炼、李建业、高扬、冯洁、罗世江、辛嘉洋、
马瑶、杨晶、马赛男、薛乔丹、高彬彬、姜星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