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仁一中第六十四届田径运动会筹备工作 

实施方案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和部署，铜仁一中第六十四届田径运动会将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至 24 日进行，为切实做好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

特按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开展全校师生健身活动为宗旨，以提高全校师生健康素质和

生活质量为根本任务，坚持以“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每天煅练

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为目标，切实促进我校

师生幸福指数更上一台阶。 

  二、运动会名称 

  贵州省铜仁第一中学第六十四届田径运动会 

  三、田径运动会时间、地点及项目设置 

  （一）、时间及地点：202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10 月 24 日

（星期六） 

1.开幕式 

时间:2020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8:00 

地点:铜仁一中田径场 

2.闭幕式 

时间:2020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二)项目设置 

    田径、板鞋竞技 



四、组织机构 

主  任：冉俊华 

副主任：舒崇进、龙春芬、李茂潮 

成 员：李龙兵、谢海龙、王跃进、代泽斌、张  林、陈树苹、蒋

菊仙、陈小明、杨  恒、成  勇、张文红、滕洁、张世界、黄华飞、

舒镜霖、陈  勇、袁怡羚（学生会主席） 

五、德育管理组 

   组  长：冉俊华 

   副组长：张世界、黄华飞 

1. 各班领队（组织各班运动员按时参赛） 

李龙兵、黄  琴、陈妍蒙、曾 冰、杨光荣、吴金跃、张霁鹏、 

梁仁籍、罗  维、唐  黎、龙胜勇、周 炳、谭  雨、周  应、 

任永斌、李余芳、吴宇灵、石  敬、胡岚光、张海斌、刘定华、

杨  静、周  超、余草芦、田俊杰、魏星星、付旭伟、向  芳、

闵家鑫、尹艳金、陈德奎、束方芹、田  玲、游  木、黄  论、 

田  丹、石  彬、张秋红、谯高东、张  俊、周哲光、成  勇、

李晓彪、朱小玲、韩继花、吴仕栋、刘天生、郭应敏、艾杨柳、

王菁菁、朱晗曦、覃  勇、陈代羽、李  倩、向金明、陈德怀 

陈  芳、王德敏、刘亮亮、查应波、李香平、邓  配、袁鸿昌、 

张小峰、张  喻、龙仕刚、曹传艳、杨正军、田红卫、游德锐、 

李金菊、候方程、孙晓琴、麻小燕、彭  樱、石招夕、胡国锋、 

黄华飞、雷  雨、余宏伟、张世界、舒镜霖、戴茂俊、杨  榕、 



杨二梅、阙万松、张芳芳、朱云成、余家涛、周  越、杨  鑫、 

刘  杰、欧阳武星、田敏丽、吴琼、覃志涛、龙祖江、陶  涛、 

杨  万、刘世松、吴  鹏、 杨绍华、龙  辉、谢  菁、张瀚琨、 

杨亮华、王  绚、杨光辉、甘礼贵、王  钰、石莉艳、刘粤湘、 

董唐亮、彭  顺、甘应雄、陈代茂、李成波、郑  珍、姚  敏、 

陈小明 

2.会场秩序维护组（维护会场秩序执勤组和班主任考勤） 

   组  长：张世界 

   副组长：杨  恒 

   成  员：黄华飞、陈小明以及学生会、青年志愿者 60 人。 

  3.场地保卫组（负责整个运动会期间校园及活动安全、安全预案的

制定） 

   组  长：杨  恒 

成  员：杨  松（保卫科）、古煜及全部保安 

  4.广播操、太极拳竞赛组（负责组织高一年级各班广播操、太极拳

的展示） 

   组  长：李龙兵 

   成  员：滕洁、吴金跃、张霁鹏、刘定华、梁仁籍 

  5.教职工竞赛组（负责教职工比赛活动） 

组  长：成  勇 

成  员：各工会小组组长 

六、赛事组（制定竞赛规程，控制各项竞赛进程；接收各班代队报名，



编印比赛秩序册、成绩册、分发竞赛资料；选定各项赛事裁判长，负

责组织召开各项技术会议；配合场地器材组做好比赛场地的划定、布

置，负责赛前准备和赛事期间赛事咨询工作） 

组长（总裁判长）：陈  勇 

田赛裁判长：杨贵 

径赛裁判长：冉爱华 

  1.项目编排组（负责运动会前的比赛项目的准备工作，负责秩序册

的编排、印刷和发放，负责各项目比赛成绩，需组长和裁判长签字确

认后，交成绩记录发布组，负责协调比赛期间发生比赛项目差错的相

关问题） 

组长：王飞 

组员：杨福祥、代杰 

2．检查组（负责检查运动员是否在规定的跑道上进行比赛，负责

运动场四角举旗发出共同的指令。共 9 人） 

组  长：张华英 

检查员：周成英、满小燕、张敏、代冰、陆艳、张春霞、程晓琴、

杜文军 

3．径赛一组（项目：男子 100M、200M 预决赛，女子 100M、200M

决赛，男女 400M 预决赛、男女 800M 预决赛、男女 1500M、男女

3000M、男子 5000M、男女 4×100M预决赛、男女 4×400M、60米板

鞋混合接力。负责径赛主要项目的所有裁判工作）  

检录组组长：田文智 



检录员（6 人）：张凯、鲁春林、王加蓉、谢宪浩、张卓欣、吴柳 

联络员（4 人）：麻国洪、田仁力（起点送单）、周文、刘世松（终

点送单） 

发令员（2 人）：安红保、范信琨 

起点裁判长：黄华英、蒋洁 

起点裁判员（4 人）：杜陈慧、黎祥伦、李颖、潘音洁 

终点裁判长：田悦民 

终点裁判员（11 人）：冉琴、张艳文、万艳、滕婷、龙丽、张溯

芳、曾娟、黄丽娜、田静玲、蒲仕杰、田霞芬终点计时裁判长：李习 

终点计时员（11 人）：熊艳、杨丽娟、杨易、王旭艳、彭庆、余彦枚、

张雅松、肖凤鸣、范溥佳、龙玮、杨慧 

    终点司线员（4 人）：吴瑜、李晓颖、余海泳、聂桓 

4．径赛二组（项目：女子 100M、200M、60米板鞋混合接力。负

责径赛三个项目的所有裁判工作，体育教师还要参加径赛一组裁判工

作。）  

检录组组长：成文俊 

检录员（6 人）：潘静、吴长锦、杨昌富、范朝霞、安丽、全丽君 

    联络员（4 人）：蔡文浩、杨浩宇（起点送单）、刘健、赵莉萍（终

点送单） 

发令员（2 人）杜泽文、吴钢 

起点裁判长：冉补发 

起点裁判员（4 人）：刘娟秀、杨青平、陆瑶、包叶群 



终点裁判长：刘勇 

终点裁判员（11 人）：曾晓玲、陈晓华、彭荣彩、冉芸仆、杨琪、

文芳、曹爽、吴倩倩、曾亚、唐江英、杨

燕 

终点计时裁判长：田红彬 

终点计时员（11 人）：李德熙、杨帆、谭必莲、田如雨、谭丽华、

万明飞、杨敏、陈晓薇、王万理、符杨壁伊、陈丽娇、 

    终点司线员（4 人）：杨晓鸿、李秀梅、陈娟、林潇 

5．男子跳高组（共 9 人，组长 1 人，检录、点名、运动员进出场

2 人，裁判员 6 人，组长与裁判员一起组织学生搬运跳高器材，规范

安置投入比赛） 

裁判长：冯建全  

检录员：阳富维 周勋 

裁判员：龙 娟、刘洋、方红、张锦峰、李鸿鹄 

6．女子跳高组（共 9 人，组长 1 人，检录、点名、运动员进出场

2 人，裁判员 6 人。组长与裁判员一起组织学生搬运跳高器材，规范

安置投入比赛） 

裁判长：郭信良 

检录员：江湖  陈月冰 

裁判员：姚茂康、席运芳、刘素平、毛宇明、张露露、付霞 

7．男子跳远组（共 8 人，组长 1 人，检录、点名、运动员进出场

2 人，裁判员 5 人。组长与裁判员一起组织学生松沙、平整沙坑，安



全规范比赛） 

裁判长：杨华文 

检录员：张玮  杨春芳 

裁判员：张延德、代仁贵、阮晓霞、黄佳佳、梅洪林 

8．女子跳远组（共 5 人，组长 1 人，检录、点名、运动员进出场

2 人，裁判员 5 人。组长与裁判员一起组长学生松沙、平整沙坑，安

全规范比赛） 

裁判长：冉群光 

检录员：孙琰妮  陈仁平 

裁判员：黄娟、邓建容、李涛、刘秀珍、黄于兰 

9．男子三级跳远（共 9 人，组长 1 人，检录、点名、运动员进出

场 2 人，裁判员 6 人。组长与裁判员一起组织学生松沙、平整沙坑，

安全规范比赛） 

裁判长：杨秀松 

检录员：沈琦、骆军 

裁判员：杨长军、杨标、李燕妮、雷文明、张莉、鲜文会 

10．男子立定三级跳远组（共 9 人，组长 1 人，检录、点名、运动

员进出场 2 人，裁判员 6 人。组长与裁判员一起组织学生松沙、平整

沙坑，安全规范比赛） 

裁判长：肖安辉 

检录员：李琼、谭 军 

裁判员：张倩瑜、杨笑、庞芳、李舜婕、刘治叶、文慧 



11．女子三级跳远组（共 8 人，组长 1 人，检录、点名、运动员进

出场 2 人，裁判员 5 人。组长与裁判员一起组织学生松沙、平整沙坑，

安全规范比赛） 

裁判长：杨梅 

检录员：田红金、金庸 

裁判员：赵苑、杨瑾、陆先叶、麻琦雯、王镜炫 

12．女子立定三级跳远组（共 9 人，组长 1 人，检录、点名、运

动员进出场 2 人，裁判员 6 人。组长与裁判员一起组织学生松沙、

平整沙坑，安全规范比赛） 

裁判长：王志红 

检录员：彭若松、刘燕 

裁判员：何慧芳、石世芳、马艳琳、龚芬、黄德清、王艳 

13．男子铅球组（共 8 人，组长 1 人，检录、点名、运动员进出

场 2 人，裁判员 5 人。组长与裁判员一起组织学生松沙、平整沙

坑，安全规范比赛） 

裁判长：孙永义 

检录员： 姚瑞权、李复琴 

裁判员：史文照、代红琼、王静、李扬、蒲红蓉 

14．女子铅球组（共 8 人，组长 1 人，检录、点名、运动员进出

场 2 人，裁判员 6 人。组长与裁判员一起组织学生松沙、平整沙

坑，安全规范比赛） 

裁判长：罗丽萍 



检录员：龙承文 杨倩 

裁判员：姚云刚、胡蓉、袁露、肖念、吴萍、肖瑞希 

15.实心球组（共 8 人，组长 1 人，检录、点名、运动员进出场 2

人，裁判员 6 人。组长与裁判员一起组织学生松沙、平整沙坑，安

全规范比赛） 

裁判长： 舒振武 

检录员：何松 杨瑜 

裁判员：张翠荣、刘世俊、杨菁、杨兰、彭艳、沈玮 

七、后勤保障组（负责校运会的相关后勤工作） 

     组  长：龙春芬 

     副组长：张林、欧阳武星 

（一）、场地器材组（负责场地符合比赛规范，负责体育器材管理） 

      组  长：周战军 

 1.场地器材保管与发放：袁宇航、张林敏、余能海 

 2.场内清洁卫生：刘  祥、蔡文霞、及保洁人员 

 3.场地广播器材：潘大桃、杨敏燕、杨正峰；场地用电：周战

军、余能文 

    （二）、奖品及医务组（负责奖品的购买，提前准备，及时书写

整理，在将奖品和证书移交给颁奖组，学生突发事件的处理） 

组长：张林 

组员：汪德香、杨飞帆、樊珍珍、王佳、张福林、胡小兰、贾亚琴 

医务组：陈敏、陈芳、李燕芬、曹文静 



    （三）、颁奖组（负责及时颁发奖品，提前规划，及时与奖品组

沟通，组织领导给获奖运动员颁奖） 

组长：滕洁 

组员：安 蒂、吴丽琳、梁霞元、田佳昕、王娜、罗欣及礼仪学

生 4 名。 

八、考勤督查组（负责运动会各个岗位的考勤与督查工作） 

组长：陈树苹 

裁判员考勤：敖环宇、李群英 

班主任考勤：游德锐、彭顺|、刘定华 

办公室值班：钟文婷，游光润、刘冬 

   九、综合协调组（负责赛事的筹备协调） 

组  长：舒崇进 

副组长：舒镜霖 

（一）会务组（负责本次运动会的相关会务组织工作） 

组  长：陈代羽 

副组长：舒镜霖 

  1.会前筹备：代慧玲负责运动场各班学生所在看台位置的划

分；董小娟负责开幕式节目的设计与排练；石  猛、谢林志、谭世

刚负责仪仗队；安 蒂、吴丽琳负责花束队的组织和培训，侯方程负

责精神文明班级的评选。 

     2.会场布置：高二（9）班（布置会场） 高一（9）（收拾会

场） 



   （二）宣传组（负责运动会开幕式各班标语、口号的征集、宣传

画、摄像、摄影） 

     组  长：王跃进 

1. 龙鹏负责摄像，吴圯负责摄影，并且及时宣传报道。 

2．崔艳负责宣传画及标语。 

  （三）新闻组（负责新闻广播稿的审定，负责新闻广播员的培训

与组织，负责校运会专刊的出版发行，至少每半天一期） 

组长：彭凤 

组员：高婷、宋哲、任留林、李和平、薰风文学社、田太军负

责《校运快报》专刊。 

播音组长：王玫君 

组员：陈实、徐静、安莉南、李瑶、白琳婧、杨红及学生会成

员数名。  

（四）、成绩记录、发布组（负责从项目编写组中收集、整理各比赛

项目的比赛成绩，再分别发放给奖品组、广播组，负责将比赛成绩

在运动场宣传栏公布，负责将成绩在校园网站上公布，负责计算各

班最后比赛总成绩在闭幕式上公布，共 13 人，组长 1 人，收集登记

5 人，场地公布 5 人，网站公布 1 人，负责发放 2 人） 

组长：舒镜霖 

收集登记：马应松、付静静、罗小培、陈明仙、池 燮、罗庆勇 

场地公布：李建雄、王建林、王财、徐银平、刘丽琼、张进宇 

网站公布：麻  林 

负责发放：冉景明、张燕飞 

十、其它事项 

1. 10 月22 日下午第三节课在立德广场（升旗广场）集中进行彩排。 

2. 运动会期间各年级晚自习按课表照常进行，学生食堂照常上班。 

3. 田悦民负责裁判员宣誓，（高三 34 班）邓朝勋负责运动员宣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