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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悦动 青春飞扬”

第三届操舞大赛

秩

序

册

主办：行知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

承办：行知学院基础部体艺教研室

时间：2021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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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学院第三届操舞大赛总规程

一． 比赛宗旨

团结 友谊 拼搏 进取

二． 主办单位

行知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

三． 承办单位

行知学院基础部体艺教研室

四． 参加单位

全院学生(商学院、法学院、文学院、设艺学院、理学院、工学院)

五． 竞赛日期和地点

时间：2021年 12月 22日 13:30

地点：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体育馆（篮球馆）

六． 竞赛项目及人数

(一) 大众健身操：

自选或自编操：成套动作时间 2-3分钟，音乐服装自备，参赛人数为 4-6人。

注：所有规定操开始和结束（1-8 拍）动作可改变，队形变化不少于 3 次

(二) 健身排舞

自选曲目（串烧或单曲）: 成套动作时间 3-4分钟，参赛人数 4-6人，音乐服装自

备，队形变化不少于 3 次，男女不限。

（三）体育舞蹈拉丁舞

自编组合或规定组合，音乐服装自备，参赛人数：4-6人，男女不限。

七． 竞赛办法

(一) 比赛直接进入决赛，出场顺序赛前抽签决定。

(二) 单项比赛

大众健身操自选或自编动作；健身排舞自选或自编曲目；体育舞蹈拉丁舞各单项直接

决赛，以决赛的成绩评定名次，优胜者名次列前。

(三) 竞赛规则

比赛执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2013年全民健身操大赛评分指南》。《全国排舞

比赛评分规则》。《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评分规则》。

八． 参赛组队规定

（一）运动员参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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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队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本院在读具有正式学籍的学生，且身体健康者。

（二）组队

比赛运动员可以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组队报名也可以跨学院组队报名，各学院每个项

目可以组织多支队伍参赛。并各队自定义名称，例如，××学院×××队。各二级学院

限报领队 1人；教练员 1-3人。

（三）参赛项目

每支队伍可以选择本次比赛所设项目中任意一至两项进行参赛。

九． 计分及奖励办法

（一）比赛按成绩录取：各单项报名分别取一等奖 20%、二等奖 30%、三等奖 40%

予以奖励。

（二）各二级学院代表队评选优秀运动员 1名，颁发荣誉证书。

十． 经费

参赛人员费用等由各参赛队自理。

十一． 裁判员选聘

1. 仲裁委员、技术代表、总裁判长等由主办单位选聘；

2. 各单项比赛的裁判员，以及执法工作和考核由主办单位统一审核认定。

十二． 资格审查及纪律监督委员会

1. 资格审查及纪律监督委员会委员由主办单位选聘。

2. 资格审查及纪律监督委员会将严格按《竞赛规程》的规定执行。比赛前、比赛中、比

赛后对所有报名参赛运动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冒名顶替

的代表队（员）取消比赛资格或录取名次，情节严重者给予通报批评，并上报学校。

3. 负责对各参赛代表团、运动队（员）的纪律监督工作。

十三． 其它

（一）望各参赛队重视赛前运动员的选拔、集训、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

（二）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

（三）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十四． 解释权

本规程解释权属行知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

行知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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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守则》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五项基本原则，刻苦学习，全面发展，为锻炼

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而努力。

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振兴中华作贡献。

三、积极参加运动员训练，服从领导，尊重教练，认真完成训练任务，努力提高运动员竞技水

平。

四、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胜不骄，败不馁，尊重对方，尊重裁判，尊重观众。

五、在比赛中认真对待每场比赛，奋力进取，顽强拼搏，反映出当代大学生运动员的精神风貌。

六、团结友爱，关爱集体，严于律己，勇于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自由主义。

七、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道德、守纪律。

八、不吸烟，不喝酒，衣着整洁大方，自觉抵制自称阶级自由化思想侵蚀。

九、尊重领导，服从组织，遵守校规队纪，真正做到令行禁止，反对无政府主义。

《教练员守则》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培养又红，又专的大学生高水

平运动员。

二、严格管理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把大学生运动员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三、教书育人，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倡无私奉献，严于律己，通过言传身教，加强叙述思

想教育。

四、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科学训练，认真制订常年的训练计划，写好每次训练课教案，

努力完成训练计划，提高训练水平。

五、做好赛前准备和临场指挥，赛后认真总结。

六、发扬民主、关心和爱护运动员，不准打骂和变相体罚运动员，不准侮辱学生人格。

七、坚持真理，发扬正气，在训练、学习、生活诸方面作运动员表格，在运动场馆内不吸烟，

比赛期间不酗酒。

八、教练员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团结协作。

九、尊纪守法，维护社会公德，模范地执行各项规章制度，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

《裁判员守则》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体育竞赛裁判工作。

二、努力钻研业务，精通规则和裁判法，积极参加实践，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三、严格履行裁判职责，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

四、作风正派，不徇私情，坚持原则，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

五、裁判员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加强团结，不搞宗派活动。

六、服从领导，遵守纪律，执行任务时精神饱满，服装整洁，仪表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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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员会名单

吴立伟 胡宝萍 刘 磊 张淑芬

工 作 机 构

竞赛组： 吴立伟 李永刚 胡宝萍 刘 磊 张淑芬

裁判组：裁判长：张淑芬 胡宝萍 刘 磊

裁判员：裁判协会裁判员

场地音响组长：薛 寰 钱崇寅

场地音响组员：学生裁判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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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队名单

文学院

1.大众健身操

队名：好运来队

陈鹭、杨帆、陈舒怡、叶子萌、李芷莹

队名：超级无敌队

王家乐、邓嘉利、祝怡茹、蒋紫灵

队名：天生一队

王轶梵、高佳怡、史佳欣、关畅、王琪

队名：舞动天涯

叶荣泽、徐欣盈、赵子航、叶晋飒、李安涛

队名：芋泥啵啵队

屠莉钧、黄钰熙、胡晓燕、李家姝、梁悦、李凯瑞

队名：ZYGC

张佳越、叶含泽、郭松特、陈豪杰

队名：G-SIX

邓桢妮、高芸、代含宇、陈燕

队名：狂欢派队

李瑞琼、李泽源、杨雪琪、徐巾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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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身排舞

队名：好运来队

陈鹭、杨帆、陈舒怡、叶子萌、李芷莹

队名：耶耶耶耶舞动组

朱彦蓉、唐一心、陈欣悦、张怡

队名：青春有你 3

丁嘉樱、胡铭月、钮静怡、张笑天、邱薪玉

队名：流浪地球

曹靖敏、陈佳薇、陈璐璐、张约西

队名：快乐星球

徐欣岚、吴璐希、王慧婷、吕钰琦、屠莉钧

队名：熊孩子队

曹颖、沈燕妃、孔雨暄、罗茜、胡晓燕、黄钰熙

队名：创造营 2021

汪燕、董芷妍、丁思佳、王以琳

3.体育舞蹈拉丁舞

队名：香芋奶茶

庄琳、徐雨乐、裘启、吴悠、张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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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1.大众健身操

队名：什么都队

翁何婷、吴方妮、潘奕彤、阮译娴、霍鹏慧

2.健身排舞

队名：不想取名字队

黄昳婷、林思慧、黄慧玲、陈俏萍、金荣荣、丁雨洁

队名：取不出队名队

胡蝶、任沛琦、饶益嘉、叶娅迎

队名：哇哦队

李洋洋、孙笑一、王佳怡、童晨桑、徐坤红、王思硕

商学院

1.大众健身操

队名：强身健体队

沈文豪、虞晓凯、何晓峰、谢景戎、傅仁杰、程健宇

队名：啦啦队

万欣娜、王锦烨、王琰、覃瑶、蒋巧璐

队名：身体倍儿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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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佳迪、潘昱颖、邵蒙娜、徐李芸、项佳英、夏钰垚

队名：The Six

翁婉婷、郭奕颖、芦思露、罗娜娜、柳霁函、张语芯

队名：1/10000 队

焦俊卓、李轩、王依莹、王莉青

2.健身排舞

队名：六朵金花队

张颖、杨莹、焦俊卓、李轩、张语芯、陈廉江

队名：舞动甜心

曹尉淼、胡荣花、杨雪琪、吴柯颖、王余韵

4.体育舞蹈 拉丁舞

队名：你说什么都队

李林蔚、徐睿莛、徐雨嫣、张欣语、王萱

工学院

1.体育舞蹈 拉丁舞

队名：Top girl

林佳捷、刘晶晶、陈姵颖、章依冰、洪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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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艺学院

1.体育舞蹈 拉丁舞

队名：试试水队

陈培绮、娄琼丹、葛俊烨、李嘉琪

理学院

1.健身排舞

队名：唯舞独尊

艾铭峋、郑茹、钱柯淋、周怡静、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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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时间安排表

决赛

时间 项目

2021 年 12 月 22 日

下午 13:30——16:30

大众健身操自选或自编动作套路

健身排舞自选或自编曲目

体育舞蹈拉丁舞

备注：

1.各代表队于 12 月 15 日前上交 U 盘至体育馆 206 办公室，

并注明学院名称队伍。（例：xx 学院 xx 队大众健身操自选

或自编动作套路）

2.U 盘内容为参赛曲目，备注好项目名称，U 盘内不允许出

现其他曲目

2、请准时到场，超时 10 分钟视为自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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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出场顺序

第一项 大众健身操自选或自编动作套路

顺序 队伍名称 总分 名次 备注

1 舞动天涯

2 狂欢派队

3 G-SIX

4 The Six

5 天生一队

6 1/10000 队

7 什么都队

8 身体倍儿棒队

9 强身健体队

10 好运来队

11 ZYGC

12 超级无敌队

13 芋泥啵啵队

14 啦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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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 健身排舞自选或自编曲目

顺序 队伍名称 总分 名次 备注

1 哇哦队

2 不想取名字队

3 青春有你 3

4 取不出队名队

5 耶耶耶耶舞动组

6 唯舞独尊

7 创造营 2021

8 舞动甜心

9 六朵金花

10 熊孩子队

11 好运来队

12 流浪地球

13 快乐星球

第三项 体育舞蹈 拉丁舞

顺序 队伍名称 总分 名次 备注

1 试试水队

2 香芋奶茶

3 Top girl

4 你说什么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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