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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工程学院工会文件  
 

校工会〔2021〕8 号 

 

关于举办 2021 年福建工程学院 

教职工趣味运动会的通知 

 

各二级工会： 

    为进一步丰富广大教职工业余文化体育生活，促进全民

健身活动的开展，校工会决定拟于 11 月 5 日举办以“健康

中国 健康福工”为主题的教职工趣味运动会，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校工会 

二、协办单位 

校体育教研部 

三、比赛时间 

2020 年 11 月 5 日（拟）  下午 1:30-4:50 

四、比赛项目 

推球过杆接力 车轮滚滚 欢乐同心鼓 大河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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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赛地点 

福建工程学院北校区风雨球场 

六、参赛单位 

各二级工会（见附件 1） 

七、参赛办法 

各参赛单位组织选手报名，每个项目限报 10 人，其中

女选手不少于 3人，至少有１名处级领导干部及 1 名教授参

加，同一名参赛选手可兼报不同项目，二级工会应适时组织

练习，请于 10月 22 日前报送参赛人员名单。纸质版报名表

加盖公章统一交校工会，联系人：赵丹宇，联系电话：

22863055；电子版报名表报送至 xgh@fjut.edu.cn（校工会

邮箱）。 

八、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比赛设单项奖和团体奖，每个代表队须完成四个单项的

角逐，否则视为弃权。 

1.单项奖。每个单项比赛各取前八名。 

2.团体奖。根据趣味运动会各单项积分总和，结合田径

运动会各代表队成绩，评选前八名团体奖。 

九、裁判员 

比赛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  

十、有关事项 

（一）请各参赛二级工会结合实际，认真做好各项比

赛的报名和练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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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参赛单位应各报 1 名领队和联络员，负责本

单位参赛运动员组织、联络等具体事宜。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工会会员。 

（四）凡参赛人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宜参加本次竞赛，

二级工会统一为参赛人员购买短期保险。 

（五）参赛队员可以兼报不同项目，不同项目选手之

间允许相互调整，但未报名教职工不得临时顶替参赛，一

经发现，取消比赛成绩。 

十一、本规程由主办单位负责解释，其他事项另行通知。 

附件：1.2021 年教职工趣味运动会参赛代表队名单 

      2.2021 年教职工趣味运动会比赛规程 

      3.2021 年教职工趣味运动会报名表 

 

 

 

福建工程学院工会          福建工程学院体育教研部 

2021 年 10 月 13 日             2021 年 10 月 13 日 

 

 

抄送：分管校领导,校工会委员，各二级工会   校体育教研部                    

福建工程学院工会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3日印发 



 

 4 

附件 1 

2021 年教职工运动会参赛代表队名单 

 

1、 机关工会 

2、 直属工会 

3、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工会 

4、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工会 

5、 土木工程学院工会 

6、 电子电气与物理学院工会 

7、 管理学院工会 

8、 人文学院工会 

9、 法学院工会 

10、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工会 

11、 交通运输学院工会 

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工会 

13、 计算机科学与数学学院工会 

14、 设计学院·海峡工学院工会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会 

16、 互联网经贸学院工会   

17、 应用技术学院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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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趣味运动项目竞赛规程 

一、比赛项目 

推球过杆接力 车轮滚滚 欢乐同心鼓 大河之舞 

二、报名人数及竞赛办法 

1、推球过杆接力 

① 竞赛人数：每队 10 人（其中女选手不少于 3人） 

② 竞赛器材：赛道长 20 米、宽 2.44 米；门球杆、网球 

③ 竞赛规则： 

（a）比赛开始前，10 名队员分两组站在赛道起点线和

终点线后，听到起跑信号后，参赛队员依次持门球杆将网球

推拨绕过间距 4米的 5个障碍物，将门球杆和网球交给对面

队员（器材交接必须在赛道外完成），依次进行，直至最后

一名队员和器械完全通过起点线时计时结束。 

（b）起点线至第 1 个障碍物 4 米，要求每个障碍物必

绕，只要有漏过 1 个障碍物就算失败。 

2、车轮滚滚 

①竞赛人数：每队 10 人（其中女选手不少于 3人） 

②竞赛器材：赛道长 25 米、宽 3 米；长 11 米宽 70 厘

米牛津布制成的车轮 

③竞赛规则： 

（a）比赛开始前 10 名队员站在车轮内，听到比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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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后，6 名队员同时将车轮以滚动的方式前进，当所有队

员和车轮完全通过起点时计时结束。 

（b）比赛过程中，车轮必须以滚动的方式行进，不得

采用拖动的方式，队员的双脚不得脱离车轮，如出现脱离现

象，则在该队最终成绩加时 5 秒/次。 

3、欢乐同心鼓 

① 竞赛人数：每队 9 人（其中女选手不少于 3 人，捡球

员 1 名、男女不限） 

② 竞赛器材：16 寸（直径 52厘米）同心鼓、排球 

③ 竞赛规则： 

（a）比赛开始前，8 名队员分别拉住同心鼓的拉绳，1

名捡球员负责放置排球，将准备好的排球对准鼓面的中心丢

下去。 

（b）队员开始原地颠球，在 3 分种内颠球次数多者名

次列前，比赛过程中掉球由检球员捡起比赛用球放置在鼓面

上重新开始，放置当次不计比赛次数。 

4、大河之舞 

①竞赛人数：每队 10 人（其中女选手不少于 3人）， 

②竞赛器材：8字跳绳 

③竞赛规则： 

（a）比赛时间为 2 分钟，在 2分钟内跳数多者获胜。 

（b）当裁判鸣哨开始时 10名参赛队员 2人摇大绳 8 人

排成一行依次每人跳绳一次，以跳绳的中心为中心点 8字围

绕跳，如此循环。比赛队员应按顺序排好，不允许插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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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可以跳 2次，一次也不可以跳多个人，每人每次都要轮

到。 

（c）在比赛中若有人出现失误导致跳绳未连续上，则

这名队员的跳数不计，比赛继续进行。 

（d）比赛摇绳场地间隔 3.6米。 

（e）比赛按 2 分钟计算成功跳数计算成绩，若遇成绩

相同，以失误少的队排名为前。 

三、计分办法 

（1）根据每个单项排名计分：第一名 18分，第二名 16

分，第三名 14 分，第四名 12 分，第五名 10 分，第六名 8

分，第七名 6 分，第八名 4分；第九名至第十一名 3 分；第

十二名之后 2分；  

（2）参赛队所有项目积分汇总，总分相同的队伍，按

单项项目成绩优胜多的队伍名次靠前（即总分相同者以单项

第一名多者为胜，如单项第一名相同，则以单项第二名多者

为胜，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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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福建工程学院教职工趣味运动会报名表 

参赛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领队  联系电话/手机  

联络员  联系电话/手机  

推球过杆接力   

（10人） 
 

车轮滚滚   

（10人） 
 

欢乐同心鼓    

（9 人） 
 

大河之舞 

（10人） 
 

备注 注明参赛干部和教授名单，例：***处长、***教授 

备注： 

1.以上不同项目队员可以兼报，不同项目选手之间允许相互调整，但未报名教

职工不得临时顶替参赛。 

2.10 月 22 日前报纸质版报名表统一交校工会，联系人：赵丹宇，联系电话：

22863055；电子版报名表报送至 xgh@fjut.edu.cn 

mailto:电子版报名表报送至xgh@fju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