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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定竞赛规程是组织运动会的前提，以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为着眼点，对高校田径

运动会进行思考，认为高校田径运动会存在目标定位锦标化、项目设置专业化、参与对象精英化、

激励机制单一化等问题。依据阳光体育精神，提出更新运动会项目设置、计分方法和奖励机制的

措施，并在厦门大学第 43 届田径运动会检验，实践证明可以达到参与人数飙升、赛场气氛热烈、

团队意识增强、运动情趣提升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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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competition rules for common college track and field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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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ipulating competition rules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organizing sports games. Focusing on competition 

rules for track and field games, the authors contemplated college sports games, and considered that college sports 

games have problems such as too title targeted objective orientation, too professionalized event setup, too elite ori-

entated participation subjects, and undiversified stimul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sunny sport spirit,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such measures as updating the game event setup, scoring method and stimulation mechanism, and tested 

these measures in the 43rd track and field games held in Xiaomen University. It is proved in practice that these 

measures can achieve the goal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warm up venue atmosphere, enhance team 

awareness and promote sports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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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田径运动会是推动学校体育工作的有力杠

杆，是高校体育工作每年的重头戏和常规节目。近年来，

高校田径运动会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有些做了尝试，

有些正在酝酿，从检索到的相关文献中，有些学者呼吁

取消田径运动会，建议将其改为学校体育节[1-3]。笔者

认为：田径运动是所有体育运动的基础，按照历年来

教育部相关文件的精神，取消田径运动会不妥，但原

有的照搬竞技化的田径运动会模式已难以承载新时期

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也难以与高校体育的时代特征

相吻合，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的起点便是竞赛规程

的改革。为此，如何制定与当代大学生运动能力和运

动需求相匹配的、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有效推进

学校群体工作广泛开展的新竞赛规程，便成为高校落

实阳光体育运动的重要课题。 

 

1  解决高校田径运动会现存问题的思路 

1.1  淡化锦标，重在参与 

半个世纪以来，体育系统内“竞技第一，金牌第

一”的专业竞技体育思想已渗透到学校体育之中，人们

习惯了用竞技体育运动会的操作模式运作学校田径运

动会，也很自然地沿袭了“锦标第一”的目标定位[4]。

而学校体育竞赛不同于奥运会、全运会、各单项锦标

赛等专业赛事，虽然都有争优夺标的属性，但不同的

是竞技运动员争金夺银承载着选拔、输送运动人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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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和国家争光的使命，运动员夺标的背后是地区和

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上的较量，所以，规

程的制定重在为运动员创造超越自身极限能力的环

境，为运动员提供充分发挥其竞技水平的机会；而学

校田径运动会是对各院系群体活动开展情况的一次综

合检阅，是激励学生加强身体锻炼，推动“阳光体育

运动”深入开展的重要活动。所以，规则的制定应重

在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给学生打造一个快乐、健康、

向上的体育盛会。当然，高校田径运动会不能不要竞

技，如果体育离开竞技，它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5]。因此，将目标定位为给更多的学生提供检验运动

锻炼成效的机会。 

把握全局，在保障高水平运动员充分发挥运动水

平的同时应兼顾普通学生的参与能力和参与热情。在

运动会有限的时间里，必须既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性

别、不同爱好的学生的需求，又要根据径赛、田赛不

同项目的特点、裁判员人数、场地器材等情况，科学、

合理地统筹项目设置，因而，适当减少单人项目、耗

时项目、技术含量高而平时难于得到专业指导和训练

的项目，如取消男子 110 m 栏、3 000 m 跑、10 000 m

跑、三级跳远、撑杆跳高、铁饼；取消女子 100 m 栏、

200 m 跑、5 000 m 跑、三级跳远、标枪等项目；增设

具有跑、跳、投性质的，运动负荷和技术难度相对适

中的集体项目和男女混合项目，如 30 人×60 m 男女

混合迎面接力、10 人×200 m 负重(10 kg 沙衣)男女混

合接力、4×100 m 跳绳接力、10 人×30 m 袋鼠跳混

合迎面接力、5 人×30 m 速跑掷准、8 人×50 m 屈臂

相交持球跑等。 

1.2  项目设置专业化转变为大众化 

目前，不少高校田径运动会与全运会的设项大同

小异，一般包括跑、跳、投、跨栏等十几个小项，场

地设施、比赛规则都采用国际田联规定的统一规则，

缺少拓展新的运动竞赛项目，使得有些技术性强、难

度较大的竞赛项目经常造成学生受伤或参赛学生寥寥

无几，运动会成为少数体育特招生的表演赛，影响广

大学生的参与热情[6]。大学田径运动会项目设置要传承

国际田径运动会的专业化模式固然重要，但必须根据

学校体育的实际情况。目前在众多大学中，由于普修

体育课人数因扩招而骤增，使得场地、器材、设备不

足，一些难度较高、安全隐患较大的如跳高、跨栏、

铁饼、标枪等项目不得不从田径课程中删除，许多大

学生平时几乎没有跨过正规的栏架，不知道栏架的高

度。竞赛项目专业化设置与大学体育课程教学严重脱

节和与课外活动练习内容不符的局面导致了学生对运

动会的淡漠和恐惧。 

当今社会，“快乐体育”已成为人们消除疲劳、放

松心情、健身交友的重要手段和生活方式。大学生乐

于在有组织的“快乐体育”中感受乐趣，尝试成败[7]。

为此，设计一些具有田径属性的跑、跳、投趣味项目，

不但能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还能提高比赛的观赏性。

如 8 人(13 女 5 男)×15 m 仰撑“四脚走”接力：在田

径场中心位置，设计边长 15 m 的正方形场地，要求运

动员在仰撑状态下，手脚并用前行，此项活动既锻炼

腰腹力量，又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还为比赛增添了“爬

行动物”进田径场的风趣；又如 8 人×50 m 屈臂相交

抱球跑：要求 8 人彼此之间通过屈臂相交连成一体，

双手抱球在胸前成一排同时跑动 50 m，跑动中不能掉

球，彼此之间的屈臂连接不能断开，否则犯规，此项

目既要加强集体配合，又要防止抱球掉落，增加了跑

动的情趣，也增添了观众的乐趣。 

学生是最乐意接受新事物的群体，他们希望锻炼

身体的方法多种多样，也希望比赛的形式多样性，单

纯的跑跳投项目难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为此，将田

赛、径赛项目混合嫁接，组成复合型项目，让学生感

觉新颖独特，产生尝试和体验的欲望，诱导学生走向

田径场，投入训练中。如 5 人×30 m 速跑掷准：先抱

实心球跑动 30 m，进入投掷圈后，做一次性投掷(动作

自选)，将前面 10 m(男生)、7 m(女生)处的立砖击倒，

记时从起跑至球落地，排名按击倒立砖多、速度快者

列前。此项目既要求跑速快，又要求投掷准，没有经

过训练是很难把握准确率的，所以，学生们必须加紧

赛前训练；又如 10 人(4 女 6 男)×100 m 跨、钻栏迎面

接力：每 100 m 途中设 6 栏(正、反)，栏的高度设为标

准栏架的最低档(保证人人能跨过，但钻栏必须低重

心)，运动员手持软式橡胶球(接力用)，先跨一栏再钻

一栏，跑完 100 m 全程交接球。此项目既要跑，又要

跳，还要钻，增强了身体的灵活性，提高了身体锻炼

的全面性，只有通过反复训练，才能控制好全程的节

奏，缩短接力时间，力争比赛取胜。 

另外，长期以来，运动会的裁判主要由体育教师

担任，宣传、安保和后勤工作也由教职员工承担，除

参赛选手和一些学生干部与运动会密切相关外，其余

学生因严厉的考勤制度而不得不在看台上当啦啦队，

运动会越来越脱离大众群体。因此，应招募大量学生

志愿者，对他们进行赛前培训，在教师的主导下，担

当起运动会的各项工作，参与到运动会中来，成为运

动会的主人。 

1.3  激励机制的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 

运动会奖励竞赛优胜者无可厚非，但完全按奥运

会模式只奖励单项前 8 名和团体总分前 8 名以及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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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纪录者，未免过于“锦标”化。前 8 名计分法导致

学校运动会出现两种消极现象，一种是在比赛过程中，

当感知自己已无望闯入前 8 名时，运动员就会减低拼

劲；另一种是在报名时，有些院系和学生经过调查、

比较，得知其实力无法与强手比拼时，对有些项目就

不报名，甚至报了名后再弃权。运动会对大多数学生

的吸引力越来越小，除年年得奖的院系外，其他院系

的热情始终难以调动。因此，改革计分方法、扩大奖

励面尤为重要。 

合理的计分方式能有效激励个体迸发出为团队争

光的激情。运动会团体总分的设立一是为了增强人们

的团队精神，二是便于组织和管理。如何能让每一个

参与者都肩负为所在团队争光的责任，让每一个团队

都能通过有效的运作提高整体实力，可尝试的办法就

是变更参赛计分法，在限制每人参赛项目数的前提下，

如每单项每单位限报 2 人，每人限报 2 项，集体项目

每单位限报 1 组，每人所报单项加集体项目不能超过

4 项等，将团体总分常规的 9、7、6、5、4、3、2、1

计分法变更为第 1 名 51 分、第 2 名 49 分、第 3 名 48

分……依次递减至最后 1 名都能得到相应的分数，且

集体项目分数翻倍，体育特长生分数另计。此番改革，

赋予了每一位参赛者为集体争先的使命，即使是最后

几名选手也会全力拼搏多拿分。 

除奖励获奖运动员外，还应奖励运动会的工作人

员，奖励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为运动会做出的贡献。 

 

2  新规程的组织与实施 
新规程更新后，由于变动很大，各参赛单位、参

赛人员需在理解的基础上有组织实施。 

1)广而告之，多渠道宣传规程。 

新规程出台后，要尽早下发，给各学院充分的准

备时间。最直接的办法当属召开全校体育工作会议，

指定各院系分管学生工作的书记和体育部长参加，向

与会者认真解析新规程，让他们深刻理会规程更新的

意图、更新的内容以及更新后的操作方式，使他们在

执行过程中目标明确、方法得当，有的放矢地开展工

作。与此同时，充分发挥学校广播站、官方网站和学

生网络论坛以及平面媒体的作用，宣传新规程和新项

目的运作方法、比赛规则等，让同学们广泛了解，尽

快进行赛前训练，并且开通校运会电话咨询专线服务，

选派精通新规程和各项比赛事宜的志愿者负责答疑，

尽量避免在比赛时出现因对新规程或规则的理解有误

而违规被判罚的现象。 

2)培养骨干，传授新项目练习技巧。 

新规程中增设了许多集体配合项目、趣味项目和

复合型项目。新规程发放后，各个院系都将组织报名

和进行赛前训练，而训练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运动

成绩的优劣，为此，开设新项目学生教练员培训班，

由各院系选派一些组织能力强、运动训练水平高的学

生学习新项目的技术要领、练习方法、训练技巧及组

织形式，使他们成为各院系运动训练的骨干，组织和

带领同学们进行科学有效的训练。 

3)加强培训，扩充裁判队伍。 

规程更新后，运动会项目多、参加人数多，裁判

员需要量也增大。解决裁判员不足的措施是启用大量

学生当裁判。这样做，一是吸引更多的学生关心、参

与运动会；二是给众多的学生提供锻炼能力的机会[8]。

具体做法是举办裁判员培训班，招募有执裁兴趣的学

生参加裁判培训，考核合格后，发给结业证书，受聘

参与校运会裁判工作。赛前，各项目主管教师还要对

分工明确后的学生裁判再进行岗位技能强化训练，保

证其执裁工作的公正、准确、高效。在运动会中，裁

判表现情况由各裁判长给出评价，对于责任心强、工

作踏实、执裁准确的学生，由校体育竞赛委员会颁发

国家三级裁判证书。 

4)调配场地器材，确保群体锻炼。 

伴随新项目的设计开发，配套器材的研制和改良

便不可或缺。比如上文提到的袋鼠跳混合迎面接力中

用到的布袋、负重跑中的 10 kg 沙衣、实心球、接力

软球等器材以及比赛时的一些特定场地，都需预先准

备，且准备的数量不能只考虑运动会比赛当日使用，

而要尽可能满足广大学生群体活动所需。所以，在项

目设计时，一定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既要考虑项

目的健身价值、比赛效果，又要考虑场地器材的经济、

简易。显然，新项目的出台，无论学生们出于新鲜感

进行自觉锻炼，还是有组织的行为，都会增加群体锻

炼的人数。 

5)集多方力量，协调运动会运作。 

传统校运会的举办，各个学校基本上都有一套固

定的组织体系，从学校发文到宣传报导，从院系动员

到组织报名，从赛场布置到后勤保障，从开幕表演到

成绩汇总，方方面面汇集了学校各部门的力量。新规

程的实施同样需要学校各方面各部门的大力支持、通

力合作。 

 

3  新规程的实施效果 
厦门大学第 43 届田径运动会是按照新规程方案

运行的，运动会结束后，体育部收集了反馈意见，归

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1)参与人数大幅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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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在两个校区分 3 个组别(即一、二年级组，

三、四年级组和研究生组)分别进行 2 天和 3 天比赛。

参赛运动员由以往的 700 多人猛增到 8 600 多人，仅

10 个集体项目的设立就增加运动员 7 800 人。学生裁

判员、志愿者、啦啦队和后勤服务以及观众人数均增

长了 2 倍。 

2)赛场气氛异常热烈。 

由于规程中增设了不少集体、趣味项目，使得比

赛别开生面、轻松愉悦，参赛选手不再感觉枯燥无味；

啦啦队的呐喊助威与选手们的奋力拼搏融为一体。 

3)团队意识明显增强。 

现代大学生绝大部分有着强烈的表现欲，他们的

个性张扬在一定程度上都希望得到群体的认可，他们

渴望有机会成为团队的一员，为团队争光，同时体现

自身的价值。高校运动会采用“人人计分”的方法，

迎合了学生的这一需求，使各院系组织报名工作异常

顺利，20 个学院全部报满所有运动会项目，且在运动

会中无一弃权，所有学生赛完全程，并竭尽全力为院

系争分，这是运动会前所未有的。个个都乐意为所在

班级、院系尽一份力量，尤其是集体项目，许多院系

都是以班级为单位组成的，更增添了班级团队的凝聚

力。无疑，运动会“人人得分，集体翻倍”的计分方

法，让各院系的组织报名和平时训练工作产生了向心

力，也营造了学生团队意识的氛围。 

4)运动情趣逐渐提升。 

通过运动会规程的更新，众多学生能够有机会参

与力所能及的比赛，有些从未参加过运动竞赛的“书

呆子”从运动会的气息中感受到了挥洒汗水的快乐，

也从比赛项目的训练中体验到了运动的情趣。运动会

结束后，他们仍意犹未尽，继续保持着喜欢项目的练

习。特别是有些集体项目比赛团队，通过一段时间的

赛前训练和比赛，增进了彼此间的友情，形成了集体

锻炼群。运动会大众化、普适化定位不但使运动会热

闹非凡，还成为了培养普通学生运动情趣的上佳载体。

许多学生已不再是运动会的旁观者，而成为了运动会

的主角，并从此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这恰恰是我们

进行运动会改革的目的所在。 

5)“阳光体育”得以推进。 

新规程下发后，由于出现了大量的新项目和集体

项目，各院系按往常的办法已不适于新规程的落实，

所以，各学院想方设法采用各种措施组织最佳阵容参

赛。据了解，有些学院为选拔优秀运动员和优秀团队，

召开了学院运动会，所属各系为参加院运动会，先举

办了系运会，层层举办运动会，使运动竞赛变为经常

化，把学院的体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

有的学院要求各系以班为单位(集体项目)组织团队，

参与竞聘；还有些学院举办了趣味运动会，以新规则

中的集体项目为主线，加入一些自行设计的趣味项目；

有的学院摆起了擂台，要求本学院学生自行组织团队，

挑战某一项目的最强队。总之，新规程、新项目的推

出，大大激发了各学院组织参与校运会的热情，而各

学院行之有效的前期准备，几乎把各班级的大部分学

生调动起来，积极投入到不同级别的运动竞赛，实现

了“阳光体育”所要求的各级各类学校形成浓郁的校

园体育锻炼氛围和全员参与的群众性体育锻炼风气的

目标。 

 

高校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的改革，需要高校体育

工作者不断思考、大胆创新和逐渐完善。高校田径运

动会的改革必须调动和发挥全体师生的主观能动性，

参与到体育的实践中，让他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

亲自去体验体育所包含的娱乐、趣味、文化，从中领

略到体育的凝聚力、竞争力和亲和力，把校运动会办

成集健身、娱乐、竞技和生活于一体的实践活动，以

培养学生终身锻炼的意识及自我锻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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