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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汕头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 

汕头大学体育部 

 

三、时间与地点 

2016 年 11 月 26 日、27 日两天在汕头大学田径场举行 

 

四、竞赛项目 

（一）男子组（共 11 项）： 

1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5000 米、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跳高、跳远、

铅球、标枪。 

（二）女子组（共 10 项）： 

1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跳高、跳远、铅球、标

枪。 

 

五、竞赛办法 

（一）竞赛单位：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法学院、工学院、理学院、

商学院、文学院、研究生院、医学院、至诚书院、知行书院、思源书院、弘毅书院。 

（二）竞赛资格：凡在我校注册的全日制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经学校医院检查证明身

体健康并适宜参加所报项目比赛者，均可报名参赛。 

（三）各单位限报一队，领队最多报 2 人（至少 1 名由教职工担任），教练员最多报 4 人。 

（四）每名运动员限报 2 个单项，并可兼接力项目；每单位各单项报名人数不得多于 3 人，

各接力项目限报 1 队。 

（五）只有一人报名参加的项目不进行比赛和表演。 

（六）男、女组 100 米进行预、决两个赛次，其余项目只进行决赛，800 米及 800 米以上项

目比赛不分道。 

 

六、竞赛规则 

（一）执行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二）比赛检录时间和地点： 

1、田赛：各项目赛前 30 分钟到检录处检录。 

2、径赛：各项目赛前 20 分钟到检录处检录。 

3、检录地点：在田径场北侧入口处，检录时运动员需要带本人学生证或一卡通，验证确认

身份后方可参加比赛，否则不予比赛，按弃权处理。 

4、凡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运动员一经查出，即取消该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和录取资格，并

给予通报批评，该运动员所在单位无资格参加体育道德风尚评奖。 

 

七、奖励及记分方法 

（一）单项奖：各项录取前八名，不足八名者全部录取（有成绩）。名次并列者，得分平均

分配，无下一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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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项按 9、7、6、5、4、3、2、1 计分，接力项目按 18、14、12、10、8、6、4、2

计分。 

（三）破汕大田径运动会纪录者加 9 分，接力项目加 18 分，同一项目只加一次分。 

（四）破广东省大学生田径纪录者加 18 分，接力项目加 36 分，以第八届广东省大运会秩序

册甲组记录为准。 

（五）平汕大、省大学生田径纪录者不予加分。 

（六）团体总分：以各单位男、女运动员所有单项及接力得分之和，按总成绩录取前八名，

总分相等者，以取得第一名较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七）奖杯、奖牌、奖状由大会统一制定与颁发。 

（八）各单项获前三名的运动员在每一场结束后参加现场颁奖。其中，第一场比赛的颁奖安

排在开幕式与第二场比赛之间进行，各单项四至八名的运动员在公布成绩后到领奖处领取奖

状；获体育道德风尚个人奖的运动员到领奖处领取证书；获团体总分前八名和体育道德风尚

集体奖的单位派代表在全部比赛结束后参加现场颁奖。 

（九）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除获得奖牌、奖状以外，各项第一名奖励运动员 500 元/人，各

项第二名奖励运动员 300 元/人，各项第三名奖励运动员 200 元/人。另外，破汕头大学纪录

的运动员奖励 800 元/人/次。 

（十）设体育道德风尚集体奖和个人奖，评选办法如下： 

田径运动会是展示大学生精神文明风貌的重要场所。运动员、教练员在运动会期间的良

好精神面貌和道德作风是搞好竞赛的重要保证，为发扬团结拼搏、公正竞赛的体育道德风尚，

决定在本次比赛期间开展“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活动。 

1、集体奖评选内容： 

（1）开幕式：服装统一、整洁、美观大方，入场队员步伐矫健、充满活力，精神面貌良好，

入场有特色。 

（2）运动员：服从大会工作人员和裁判员指挥；不无故弃权，不冒名顶替；按时检录，并

按时入场比赛；不违反比赛规则，不随意中途退场；不有意伤害其他运动员。 

（3）观众：现场观众多，不违反大会纪律，服从工作人员指挥；保持所在看台清洁，不乱

扔垃圾；文明观看比赛，不说脏话、不起哄、尊重比赛选手；无证不进入田径场。 

（4）大本营：大本营在大会期间保持清洁卫生，桌椅摆放整齐，地面无垃圾；大本营有特

色，有较多学生参与工作。 

2、评选办法： 

（1）由各学院/书院党总支书记 2名、组委会代表 1名、竞赛组组长 1名、总裁判长 1名组

成评选小组。其中，各学院/书院党总支书记按照文、理、工、商、法、医、艺术、新闻、

研究生、至诚、知行、思源、弘毅的顺序轮流担任评委，医学院由体育教研室主任代表。 

（2）评选小组各成员独立对各参赛队评分。将评选小组各成员的评分进行汇总，然后取平

均分，分数最高的 4个单位为“体育道德风尚奖”集体奖，授予奖杯。 

（3）各参赛队推荐本队 2 名“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报评选小组审定，个人奖授予奖

状。 

（十一）设“组织奖”评比，评选办法如下： 

1、开幕式（40分） 

    由出席开幕式的汕大体委会委员以无记名方式对各学院/书院在开幕式入场方队的表现

情况进行评分。 

2、观众人数（60 分） 

采用一卡通统计各学院/书院学生到场观看比赛的人数，计算到场人数占学院/书院总人

数的百分比，再乘以 60。 

3、合计两项得分，总分排名最高的为“最佳组织奖”获奖单位，奖励 3000 元/单位；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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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第二名至第四名的为 “优秀组织奖”获奖单位，奖励 2000元/单位。 

 

八、报名办法： 

（一）报名时请先参考本次比赛的竞赛日程，避免发生时间冲突。 

（二）必须使用大会统一的电子报名表，并参考“电子报名表填写办法”进行填写报名。 

（三）提交电子报名表的截止时间为 11 月 9 日（周三）下午 4：00，请在截止时间之前将

电子报名表发送邮件至张毅老师邮箱：zhangy@stu.edu.cn，同时将该电子报名表的打印件加

盖单位公章，于 11 月 9 日（周三）下午 4：00 送交体育部办公室，过期不予受理。一经报

名不得更改或补充。 

（四）参加男子 5000 米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持有经校级以上医院检查并确认适宜参加所报

项目比赛的心电图的证明，心电图证明在比赛检录时交赛前控制中心。 

（五）至诚书院、知行书院、思源书院、弘毅书院的学生只能代表本书院报名参加比赛，不

得代表其他学院报名参赛。如果违反规定一经查出，接力项目则取消该队的比赛成绩，个人

项目则取消该队员全部比赛成绩，且该运动员所在单位无资格参加体育道德风尚评奖。 

 

九、领队教练员联席会议 

届时请各单位的领队、教练员、大会组委会、总裁判长、副裁判长参加，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汕头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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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赛须知 

一、本次比赛执行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竞赛日程、各项比赛时间以

秩序册为准，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二、赛前： 

1、各项比赛前运动员必须携带本人学生证或一卡通亲自到赛前控制中心参加检录。检录点名只

有两次，不到者取消比赛资格，如遇到兼项冲突，运动员可在田赛服从径赛的原则下向裁判员

请假。 

2、检录时号码布必须四角平整佩戴于胸前，无号码布或不按规定佩戴者不得参加比赛。参

加 800 米、1500 米、3000 米、5000 米比赛的运动员则将号码布佩戴于后背，胸前佩戴由赛

前控制中心临时提供的小号码布，到达终点后，小号码布应立即归还赛后控制中心。 

3、比赛用钉鞋各单位自行解决，鞋钉长度不超过 9 毫米，不合格者不允许带入赛场。 

4、检录时间：径赛：各项目赛前 20 分钟。田赛：各项目赛前 30 分钟。 

5、检录地点：田径场北侧入口处（靠跳远场地）。 

三、径赛： 

1、本次比赛的出发信号是鸣枪，召回信号是连续鸣哨。本次比赛执行《田径竞赛规则》第

162 条：“对第一次起跑犯规的运动员应给予警告，之后如果有运动员起跑犯规均应被取消

该项目的比赛资格”的规定。 

2、100 米、400 米、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为分道起跑，800 米、1500 米、5000 米为

不分道起跑。 

3、学生男、女组 100 米项目进行预、决两个赛次比赛，按成绩录取前 8 名进入决赛；其他

项目均采取一次性决赛，按成绩录取前 8 名。若同一项目不同组运动员出现成绩相同，则由

相关运动员抽签，决定进入决赛名额或前 8 名名次。 

4、凡参加接力比赛的队，服装必须统一（至少上衣统一），否则不予参赛。 

四、田赛： 

1、运动员在裁判的指挥下，按顺序试跳（掷），未经允许，运动员不得随意拿取器材。 

2、铅球重量：男子组：7.26 公斤；女子组：4 公斤。 

3、跳高：男子组从 1.40 米起跳，1.60 米以前每次提升 5 厘米，1.60 米以后每次提升 3 厘米；

女子组从 1.12 米起跳，每次提升 3 厘米。 

4、跳远、铅球和标枪项目的比赛顺序：前 3 轮按秩序册顺序试跳（掷），3 轮过后录取最

好成绩前 8 名，按 8、7、6、5、4、3、2、1 的顺序进行第 4、5 轮的试跳（掷），5 轮过后

再次进行最好成绩排序，再按 8、7、6、5、4、3、2、1 的顺序进行第 6 轮的试跳（掷）。 

五、其他： 

1、所有项目比赛前均有运动员现场展示（介绍运动员），径赛项目在赛前 1 分钟，田赛项

目在赛前 5 分钟。 

2、各项目的参赛运动员必须由赛前控制中心的裁判员带队由田径场入口处进入比赛场地，

该项比赛结束后由裁判员带领至赛后控制中心，由出口处退出比赛场地，不得在场内逗留。

非参赛人员均不得进入比赛场地。 

3、本次比赛在运动员出口处设混合采访区，允许记者在此采访运动员或拍摄比赛过程，但

不得越过混合采访区进入比赛场地。 

4、对裁判的判决有异议时，运动员应先向临场裁判提出询问；如仍有异议，须在该项赛后

30 分钟内向总裁判长提交书面申诉，并交纳申诉费 300 元，申诉成功则退还申诉费，若申

诉失败，则申诉费不予退还），总裁判长应迅速将书面申诉及有关材料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的判决为最终判决。 

 

大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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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幕式程序 

（11月 27日上午） 

一、8:00各单位参加入场式方阵在篮球场中央集合，8:20集合完毕带入田径场； 

二、8:40主持人宣布开幕式开始，国旗队、校旗队、裁判员、运动员进场； 

三、8:55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四、9:00校领导致开幕词； 

五、9:05校领导宣布“汕头大学第三十届田径运动会”开幕； 

六、9:06单项颁奖仪式； 

七、颁奖仪式后国旗队、校旗队、入场方队退场； 

八、9:30开始比赛。 

 

 

 

4、闭幕式程序 

（11月 27日下午） 

一、最后一项比赛结束后，各单位运动员在足球场中央集合； 

二、单项颁奖仪式； 

三、主持人宣布闭幕式开始。 

四、总裁判长宣布团体总分成绩、“体育道德风尚奖”及校运会“组织奖”获奖单位。 

五、获得团体总分前八名的单位代表上台领奖。 

六、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单位代表上台领奖。 

七、获得“组织奖”的单位代表上台领奖。 

八、校领导宣布“汕头大学第三十届田径运动会”闭幕。 

 

 

 

5、组织委员会名单 

主 任：温小波 

副主任：喻  洪   陈  健 

委 员：陈少刚   边军辉   何文标   曾大斌   孙奋强   陈珠琳   吴  萍 

        蔡映辉   邹志波   陈  严   刘育洲   林兵峰   陈楚群   林锦香 

        郑再新   苏文记   高  见   杜式敏   林冬月   林禄水   丛丽娟 

徐  汶   校本部学生会主席  医学院学生会主席  校研究生会主席   各队领队 

邹旋东    总裁判长 

刘  平    副裁判长 

李  斌    副裁判长 

        丁凤华    副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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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作机构名单 

秘书组组长：李盛芝 

秘书组工作人员：陈国深  高元霞  学生 4名 

 

竞赛组组长：张  毅 

竞赛组工作人员：学生 2名 

 

后勤保卫组组长：温锐锋  黄少雄 

后勤保卫组工作人员：4名 

 

医疗组组长：杨晓迪 

医疗组工作人员：2名 

 

场地器材组长：李  斌（兼）  陈树龙 

场地器材组工作人员：陈楚南  许俊和  庞玉明  学生 6名 

 

奖品组组长：郑李茹 

奖品组工作人员：学生 5名 

 

国旗、校旗组组长：刘雄伟 

国旗、校旗组工作人员：学生 8名 

 

颁奖礼仪组组长：蚁哲芸 

颁奖礼仪组工作人员：学生 27名 

 

 

 

 

 

7、仲裁委员会名单 

主 任：温小波 

委  员：喻  洪         陈  健         林兵峰         徐  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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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裁判员名单 

总裁判长：邹旋东 

副裁判长：刘  平    李  斌    丁凤华 

 

现场指挥：晏冬丽 

裁判员：学生 2名（广播站） 

 

赛前控制中心主裁判：陈国深  徐奕宏 

裁判员：学生 8名 

径赛裁判长：刘  平（兼） 

 

检查组主裁判：张晓红 

裁判员：学生 8名 

 

发令组主裁判：马维平 

助理发令员：学生 3名 

 

终点组主裁判：李岳进  王  刚 

裁判员：学生 16名（含司线员、记录员、联络员） 

 

计时组主裁判：魏  彪  朱玉芳 

裁判员：学生 24名 

 

田赛裁判长：丁凤华（兼） 

 

跳高组主裁判：刘雄伟 

裁判员：学生 6名 

 

跳远组主裁判：王金杰 

裁判员：学生 6名 

 

铅球组主裁判：曲小锋 

裁判员：学生 6名 

 

标枪组主裁判：王家君 

裁判员：学生 6名 

 

赛后控制中心主裁判：陈  肯 

裁判员：学生 10名 

 

编排记录组主裁判：张  毅 

裁判员：学生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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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代表队名单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14人) 

领队: 许光曼        

教练: 李青彤        

男子 001 梁嘉林 002 简镝 003 吴家康 004 何浩翔 

         

女子 011 梁嘉妍 012 黄春燕 013 赖秋平 014 瞿楚楠 

 015 周晓敏 016 劳馨莹 017 吴采倩 018 陆晓 

 019 刘小丹 020 李青彤     

         

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9人) 

领队:         

教练:         

工作人员: 黄君力       

男子 031 张德昕 032 吴江铭 033 陈进发 034 陈嘉诚 

 035 王铭言 036 张文育 037 黄景鹏 038 吴宗儒 

         

女子 041 吴思琳       

         

法学院(15人) 

领队: 苏文记        

教练: 王斌        

男子 051 陈锦飞 052 唐扬威     

         

女子 061 雷英君 062 梁可枫 063 杨悦琪 064 杨敏旋 

 065 陈瑜茵 066 杜晗雪 067 吴婉萍 068 郑玉银 

 069 梁嘉琪 070 邓倩婷 071 李晓菁 072 李洁媚 

 073 罗子俞       

         

工学院(26人) 

领队: 沈育德、林楚华       

教练: 韩若霖、常云钦、甘家辉      

男子 081 陈科荣 082 吴春彪 083 梁恒玮 084 张绍松 

 085 彭建德 086 邵帅 087 罗绍颖 088 宋宝彦 

 089 李盛树 090 陆志永 091 何东鹏 092 陈崇礼 

 093 伍绍森 094 刘伟 095 何发胜 096 林沛 

 097 陈耀南 098 谢闽龙 099 潘灿辉 100 李意繁 

         

女子 111 邓兴怡 112 韩若霖 113 丁梦梦 114 李嘉欣 

 115 梁芷菁 116 邓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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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36人) 

领队: 陈慧斌        

教练: 张石红 熊庆武 林春雷 唐开铭     

男子 121 熊庆武 122 马群 123 林嘉裕 124 唐开铭 

 125 冯剑威 126 韦欢 127 李子浩 128 沈家杰 

 129 梁应涛 130 朱灿明 131 丛佳乐 132 李豪文 

 133 严攀 134 梁荣彬 135 王瑞 136 李智东 

 137 梁志坚 138 李吉初 139 廖晨威 140 伍泽鑫 

         

女子 151 关若梦 152 宋佳钰 153 张佳娜 154 林坤意 

 155 陈颖妍 156 罗少敏 157 杨世文 158 冯子恩 

 159 黄晓婷 160 陈牡丹 161 朱思慧 162 吴晓丹 

 163 李娜 164 谭彤彤 165 刘慧婵 166 陈津津 

         

         

         

商学院(30人) 

领队: 高见        

教练: 崔薇薇 苏冰钿       

工作人员: 黄国庆       

男子 171 李紫健 172 罗浩文 173 张雨 174 曾泽城 

 175 林均鹏 176 张贤杰 177 陈建宇 178 徐伟恩 

 179 余崧霖 180 罗燕章 181 谢清 182 郭志江 

 183 王铭沛       

         

女子 191 谭欣瑶 192 唐蕙 193 刘韵盈 194 王钰静 

 195 黄旭娟 196 冯妤婕 197 邱嘉柔 198 孙乐冰 

 199 刘世艳 200 郑思娜 201 黄益娜 202 戴玲玲 

 203 庄佳仪 204 邓绮颖 205 陈琳颖 206 何彦君 

 207 陈丽娇       

         

         

         

文学院(8人) 

领队: 郜飞        

教练: 郜飞        

男子 211 林袁逸       

         

女子 221 施晓琪 222 魏艳 223 陈锦霞 224 陈晓乳 

 225 李少欣 226 黄嘉玲 227 胡靖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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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40人) 

领队: 王风奇        

教练:         

男子 231 柏林君 232 刘天开 233 杨俊 234 雷乃海 

 235 郭灿柱 236 马斌 237 熊凯军 238 黄烈 

 239 刘超 240 李鹏 241 袁振国 242 朱怡帆 

 243 方庆城 244 刘长伟 245 陈宇超 246 孙利 

 247 刘巍 248 欧阳彪 249 余正伟 250 魏亚辉 

 251 杨小强 252 刘超 253 周攀 254 何宇豪 

         
女子 261 郝真 262 王莉 263 唐彬 264 骆雨欣 

 265 陈颖 266 曾佳 267 王爱霞 268 陈璋琪 

 269 宋馥伶 270 陈曦 271 石经仪 272 喻定 

 273 马鸽 274 余成洁 275 邹婉欣 276 黄盼盼 

         

医学院(40人) 

领队: 曾少英  丛丽娟       

教练: 皮富华 郑松源 刘子健      

男子 281 梁祖儒 282 吴卿 283 陈杰琛 284 王伟豪 

 285 黄浩丰 286 黄楷淳 287 陈建为 288 林泓 

 289 麦伟峰 290 阮鑫 291 卢晓照 292 黄凯涛 

 293 周少炯 294 骆昱均 295 王明卓 296 李泽康 

 297 林恩宇 298 高立青 299 林松辉 300 陈炳泽 

 301 覃其煌 302 邹亿贵     

         
女子 311 巫锦丽 312 黄方圆 313 李茵茵 314 郭淑媛 

 315 林银冰 316 孙佳佳 317 刘素蒂 318 田慧虹 

 319 董晓燕 320 唐凤 321 吴华 322 林晓璇 

 323 梁妍景 324 林妙东 325 罗家映 326 梁文慧 

 327 廖文婕 328 陈育龙     

         

至诚书院(33人) 

领队: 黄可珊、吴昊       

教练: 黄可珊、吴昊、陈睿昊      

男子 331 谢文杰 332 马寅生 333 赵利延 334 庚锐添 

 335 戚正奕 336 方洁壮 337 赵彪 338 陈睿昊 

 339 李梓轩 340 黄文宇 341 宫家兴 342 许达明 

 343 梁子昌 344 吴润泽 345 吕广钊 346 张少波 

         
女子 351 何祉蓉 352 王玉玲 353 孔玲 354 何幸兴 

 355 杨天祺 356 黄海建 357 刘锦屏 358 谢冰莹 

 359 陈谊 360 曾晓晴 361 梁玲娟 362 赖锹杨 

 363 余深怡 364 彭静 365 何嘉琪 366 陈丽吟 

 367 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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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书院(30人) 

领队: 杨时钒        

教练: 方文静        

男子 371 朱俊星 372 黄树杰 373 吴元星 374 莫源祥 

 375 魏懿浩 376 余楚放 377 吴永贤 378 陈一海 

 379 邹家璇 380 陈儒林 381 陈楚泓 382 冯福龙 

 383 肖梓豪 384 秦凌 385 方启钧   

         
女子 391 梁倚蔚 392 李梓莹 393 邓爱诗 394 黄涵 

 395 陈思婷 396 李艳萍 397 吴映如 398 江泽铧 

 399 杜翰诗 400 廖甄楠 401 邱淑萍 402 张丽明 

 403 吴婧琳 404 黄琪迪 405 林小凤   

         

思源书院(36人) 

领队: 黄文彬        

教练: 余学谦、杨荣彬、刘勇英      

男子 411 陈泽雄 412 高天赋 413 赖文权 414 戴泽宇 

 415 袁培程 416 李万军 417 刘伟豪 418 尹健斌 

 419 张秋盛 420 唐晓强 421 韦兆康 422 黄嘉荣 

 423 周文云 424 朱艺铧 425 杨敬智 426 林基训 

 427 李元霖 428 欧阳恒威 429 卢启正   

         
女子 431 张倩钰 432 李海欣 433 梁梓颖 434 徐菁 

 435 汤婕 436 彭鲜翔 437 许淑银 438 许冰纯 

 439 蔡汶屏 440 唐颖 441 谢君琳 442 黄玮 

 443 麦馨丹 444 陈森梅 445 郑仕敏 446 项琼 

 447 黄倩       

         

弘毅书院(36人) 

领队: 苏文记        

教练: 丁凤华        

男子 451 梁明钊 452 韩平 453 王锐 454 罗肇鹏 

 455 谭桐 456 吴少伟 457 张宏辉 458 林春雷 

 459 叶煜东 460 吴德昌 461 马海钦 462 曾文锐 

 463 黄凌锋 464 何柏桐 465 林嘉成 466 巫壮豪 

 467 冯锐斌 468 关超文 469 田杰   

         
女子 471 唐嘉敏 472 陈嘉莹 473 施婷婷 474 黎晶晶 

 475 李银 476 邱宝怡 477 李文雅 478 周婷 

 479 胡若茗 480 罗永梅 481 刘紫葳 482 张凌慧 

 483 沈楠 484 林之华 485 黎秀红 486 罗嘉敏 

 487 金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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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竞赛日程 

         

2016.11.26 下午径赛 

序号 性别 比赛项目  赛次 人数 组数 录取 时间 

1、 女子 100米  预赛 22人 共 3 组 8 14:00 

2、 男子 100米  预赛 28人 共 4 组 8 14:20 

3、 女子 1500米  决赛 28人 共 2 组 8 14:40 

4、 男子 5000米  决赛 19人 共 1 组 8 15:00 

         

2016.11.26 下午田赛 

序号 性别 比赛项目  赛次 人数 组数 录取 时间 

1、 女子 标枪  决赛 28人 共 1 组 8 14:00 

2、 女子 跳远  决赛 30人 共 1 组 8 14:10 

3、 男子 标枪  决赛 26人 共 1 组 8 15:10 

         

2016.11.27 上午径赛 

序号 性别 比赛项目  赛次 人数 组数 录取 时间 

1、 男子 100米  决赛 8人 共 1 组 8 9:30 

2、 女子 100米  决赛 8人 共 1 组 8 9:34 

3、 男子 800米  决赛 23人 共 2 组 8 9:38 

4、 女子 800米  决赛 25人 共 2 组 8 9:54 

5、 男子 4X400米  决赛 9队 共 2 组 8 10:10 

6、 女子 4X400米  决赛 8队 共 1 组 8 10:34 

         

2016.11.27 上午田赛 

序号 性别 比赛项目  赛次 人数 组数 录取 时间 

1、 男子 跳远  决赛 29人 共 1 组 8 9:30 

2、 男子 跳高  决赛 20人 共 1 组 8 9:40 

3、 女子 铅球  决赛 28人 共 1 组 8 9:50 

         

2016.11.27 下午径赛 

序号 性别 比赛项目  赛次 人数 组数 录取 时间 

1、 女子 400米  决赛 17人 共 3 组 8 14:00 

2、 男子 400米  决赛 23人 共 3 组 8 14:15 

3、 男子 1500米  决赛 21人 共 1 组 8 14:30 

4、 女子 4X100米  决赛 10队 共 2 组 8 14:40 

5、 男子 4X100米  决赛 9队 共 2 组 8 15:00 

         

2016.11.27 下午田赛 

         

序号 性别 比赛项目  赛次 人数 组数 录取 时间 

1、 女子 跳高  决赛 16人 共 1 组 8 14:00 

2、 男子 铅球  决赛 27人 共 1 组 8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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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颁奖仪式日程 

11月 27日上午比赛前： 

1女子 1500米；2男子 5000米；3女子标枪；4女子跳远；5男子标枪。 

 
11月 27日上午比赛后： 

1男子 100米；2 女子 100米；3男子 800米；4女子 800米；5男子 4×400米； 

6女子 4×400米；7男子跳远；8男子跳高；9女子铅球。 

         
11月 27日下午比赛后： 

1女子 400米；2 男子 400米；3男子 1500 米；4女子 4×100米；5男子 4×100米； 

6女子跳高；7男子铅球；8 团体总分前八名；9体育道德风尚集体奖；10组织奖。 

 

12、项目分组表 

         

2016.11.26 下午径赛 

         
1、 女子 100米  预赛 22人/3组/取 8名 14:0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433 363 313 206 225 066 011 472 

 梁梓颖 余深怡 李茵茵 何彦君 李少欣 杜晗雪 梁嘉妍 陈嘉莹 

 思源 至诚 医学院 商学院 文学院 法学院 新闻 弘毅 

         
第 2 组 199 311 362 431 471 155 391  

 刘世艳 巫锦丽 赖锹杨 张倩钰 唐嘉敏 陈颖妍 梁倚蔚  

 商学院 医学院 至诚 思源 弘毅 理学院 知行  

         
第 3 组 312 432 201 392 353 473 158  

 黄方圆 李海欣 黄益娜 李梓莹 孔玲 施婷婷 冯子恩  

 医学院 思源 商学院 知行 至诚 弘毅 理学院  

         
2、 男子 100米  预赛 28人/4组/取 8名 14:2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469 342 037 283 236 176 100  

 田杰 许达明 黄景鹏 陈杰琛 马斌 张贤杰 李意繁  

 弘毅 至诚 艺术 医学院 研究生 商学院 工学院  

         
第 2 组 091 172 234 371 281 411 451  

 何东鹏 罗浩文 雷乃海 朱俊星 梁祖儒 陈泽雄 梁明钊  

 工学院 商学院 研究生 知行 医学院 思源 弘毅  

         
第 3 组 412 372 282 235 175 001 137  

 高天赋 黄树杰 吴卿 郭灿柱 林均鹏 梁嘉林 梁志坚  

 思源 知行 医学院 研究生 商学院 新闻 理学院  

         
第 4 组 035 455 088 340 138 373 413  

 王铭言 谭桐 宋宝彦 黄文宇 李吉初 吴元星 赖文权  

 艺术 弘毅 工学院 至诚 理学院 知行 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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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女子 1500 米  决赛 28人/2组/取 8名 14:40 

第 1 组 318 398 196 072 222 441 165 067 

 田慧虹 江泽铧 冯妤婕 李洁媚 魏艳 谢君琳 刘慧婵 吴婉萍 

 医学院 知行 商学院 法学院 文学院 思源 理学院 法学院 

         
 193 265 366 396 480 314   

 刘韵盈 陈颖 陈丽吟 李艳萍 罗永梅 郭淑媛   

 商学院 研究生 至诚 知行 弘毅 医学院   

         
第 2 组 266 069 439 159 015 361 476 397 

 曾佳 梁嘉琪 蔡汶屏 黄晓婷 周晓敏 梁玲娟 邱宝怡 吴映如 

 研究生 法学院 思源 理学院 新闻 至诚 弘毅 知行 

         
 481 317 202 267 013 364   

 刘紫葳 刘素蒂 戴玲玲 王爱霞 赖秋平 彭静   

 弘毅 医学院 商学院 研究生 新闻 至诚   

         
4、 男子 5000 米  决赛 19人/1组/取 8名 15:00 

 126 338 419 097 295 463 239 093 

 韦欢 陈睿昊 张秋盛 陈耀南 王明卓 黄凌锋 刘超 伍绍森 

 理学院 至诚 思源 工学院 医学院 弘毅 研究生 工学院 

         
 121 237 292 461 417 289 462 131 

 熊庆武 熊凯军 黄凯涛 马海钦 刘伟豪 麦伟峰 曾文锐 丛佳乐 

 理学院 研究生 医学院 弘毅 思源 医学院 弘毅 理学院 

         
 238 098 378      

 黄烈 谢闽龙 陈一海      

 研究生 工学院 知行      

         

2016.11.26 下午田赛 

         

1、 女子标枪  决赛 28人/1组/取 8名 14:00 

 224 071 166 014 398 361 487 157 

 陈晓乳 李晓菁 陈津津 瞿楚楠 江泽铧 梁玲娟 金妮 杨世文 

 文学院 法学院 理学院 新闻 知行 至诚 弘毅 理学院 

         
 261 327 352 445 405 018 112 475 

 郝真 廖文婕 王玉玲 郑仕敏 林小凤 陆晓 韩若霖 李银 

 研究生 医学院 至诚 思源 知行 新闻 工学院 弘毅 

         
 444 394 357 313 263 262 162 485 

 陈森梅 黄涵 刘锦屏 李茵茵 唐彬 王莉 吴晓丹 黎秀红 

 思源 知行 至诚 医学院 研究生 研究生 理学院 弘毅 

         
 328 041 447 115     

 陈育龙 吴思琳 黄倩 梁芷菁     

 医学院 艺术 思源 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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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子跳远  决赛 30人/1组/取 8名 14:10 

 061 018 483 444 401 359 203 161 

 雷英君 陆晓 沈楠 陈森梅 邱淑萍 陈谊 庄佳仪 朱思慧 

 法学院 新闻 弘毅 思源 知行 至诚 商学院 理学院 

         

 014 151 194 320 443 400 351 471 

 瞿楚楠 关若梦 王钰静 唐凤 麦馨丹 廖甄楠 何祉蓉 唐嘉敏 

 新闻 理学院 商学院 医学院 思源 知行 至诚 弘毅 

         

 195 321 160 020 264 221 114 356 

 黄旭娟 吴华 陈牡丹 李青彤 骆雨欣 施晓琪 李嘉欣 黄海建 

 商学院 医学院 理学院 新闻 研究生 文学院 工学院 至诚 

         

 392 433 472 062 116 319   

 李梓莹 梁梓颖 陈嘉莹 梁可枫 邓兴怡 董晓燕   

 知行 思源 弘毅 法学院 工学院 医学院   

         

         

3、 男子标枪  决赛 26人/1组/取 8名 15:10 

 384 418 466 180 123 083 302 082 

 秦凌 尹健斌 巫壮豪 罗燕章 林嘉裕 梁恒玮 邹亿贵 吴春彪 

 知行 思源 弘毅 商学院 理学院 工学院 医学院 工学院 

         

 122 174 231 300 425 457 464 383 

 马群 曾泽城 柏林君 陈炳泽 杨敬智 张宏辉 何柏桐 肖梓豪 

 理学院 商学院 研究生 医学院 思源 弘毅 弘毅 知行 

         

 426 301 233 177 130 094 232 002 

 林基训 覃其煌 杨俊 陈建宇 朱灿明 刘伟 刘天开 简镝 

 思源 医学院 研究生 商学院 理学院 工学院 研究生 新闻 

         

 031 337       

 张德昕 赵彪       

 艺术 至诚       

         

         

         

         

         

         

         

         

         

         



汕头大学第三十届田径运动会秩序册 

 -  - 16 

2016.11.27 上午径赛 

         

1、 男子 100米  决赛 8人/1 组/取 8名 9:30 

         

2、 女子 100米  决赛 8人/1 组/取 8名 9:34 

         

3、 男子 800米  决赛 23人/2组/取 8名 9:38 

第 1 组 341 377 135 292 087 033 459 242 

 宫家兴 吴永贤 王瑞 黄凯涛 罗绍颖 陈进发 叶煜东 朱怡帆 

 至诚 知行 理学院 医学院 工学院 艺术 弘毅 研究生 

         
 034 081 240 452     

 陈嘉诚 陈科荣 李鹏 韩平     

 艺术 工学院 研究生 弘毅     

         
第 2 组 287 134 332 375 458 288 083 241 

 陈建为 梁荣彬 马寅生 魏懿浩 林春雷 林泓 梁恒玮 袁振国 

 医学院 理学院 至诚 知行 弘毅 医学院 工学院 研究生 

         
 038 211 171      

 吴宗儒 林袁逸 李紫健      

 艺术 文学院 商学院      

         
4、 女子 800米  决赛 25人/2组/取 8名 9:54 

第 1 组 366 202 269 395 318 226 153 205 

 陈丽吟 戴玲玲 宋馥伶 陈思婷 田慧虹 黄嘉玲 张佳娜 陈琳颖 

 至诚 商学院 研究生 知行 医学院 文学院 理学院 商学院 

         
 316 393 440 064 111    

 孙佳佳 邓爱诗 唐颖 杨敏旋 邓兴怡    

 医学院 知行 思源 法学院 工学院    

         
第 2 组 441 394 317 207 012 479 113 268 

 谢君琳 黄涵 刘素蒂 陈丽娇 黄春燕 胡若茗 丁梦梦 陈璋琪 

 思源 知行 医学院 商学院 新闻 弘毅 工学院 研究生 

         
 476 355 442 063     

 邱宝怡 杨天祺 黄玮 杨悦琪     

 弘毅 至诚 思源 法学院     

         
5、 男子 4X400 米  决赛 9队/2 组/取 8名 10:1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至诚 商学院 理学院 工学院 弘毅   

第 2 组   思源 研究生 医学院 知行   

         
6、 女子 4X400 米  决赛 8队/1 组/取 8名 10:34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至诚 研究生 商学院 医学院 理学院 法学院 弘毅 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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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7 上午田赛 

         

1、 男子跳远  决赛 29人/1组/取 8名 9:30 

 422 128 096 052 180 036 453 372 

 黄嘉荣 沈家杰 林沛 唐扬威 罗燕章 张文育 王锐 黄树杰 

 思源 理学院 工学院 法学院 商学院 艺术 弘毅 知行 

         
 127 247 294 331 465 420 089 173 

 李子浩 刘巍 骆昱均 谢文杰 林嘉成 唐晓强 李盛树 张雨 

 理学院 研究生 医学院 至诚 弘毅 思源 工学院 商学院 

         
 033 379 084 333 293 232 295 343 

 陈进发 邹家璇 张绍松 赵利延 周少炯 刘天开 王明卓 梁子昌 

 艺术 知行 工学院 至诚 医学院 研究生 医学院 至诚 

         
 421 464 124 246 380    

 韦兆康 何柏桐 唐开铭 孙利 陈儒林    

 思源 弘毅 理学院 研究生 知行    

         

2、 男子跳高  决赛 20人/1组/取 8名 9:40 

 092 429 297 383 344 465 051 293 

 陈崇礼 卢启正 林恩宇 肖梓豪 吴润泽 林嘉成 陈锦飞 周少炯 

 工学院 思源 医学院 知行 至诚 弘毅 法学院 医学院 

         
 085 427 453 124 245 178 428 296 

 彭建德 李元霖 王锐 唐开铭 陈宇超 徐伟恩 欧阳恒威 李泽康 

 工学院 思源 弘毅 理学院 研究生 商学院 思源 医学院 

         
 084 247 454 129     

 张绍松 刘巍 罗肇鹏 梁应涛     

 工学院 研究生 弘毅 理学院     

         

3、 女子铅球  决赛 28人/1组/取 8名 9:50 

 115 041 019 071 358 263 221 163 

 梁芷菁 吴思琳 刘小丹 李晓菁 谢冰莹 唐彬 施晓琪 李娜 

 工学院 艺术 新闻 法学院 至诚 研究生 文学院 理学院 

         
 223 270 324 402 357 475 065 162 

 陈锦霞 陈曦 林妙东 张丽明 刘锦屏 李银 陈瑜茵 吴晓丹 

 文学院 研究生 医学院 知行 至诚 弘毅 法学院 理学院 

         
 487 404 326 227 360 271 325 403 

 金妮 黄琪迪 梁文慧 胡靖祥 曾晓晴 石经仪 罗家映 吴婧琳 

 弘毅 知行 医学院 文学院 至诚 研究生 医学院 知行 

         
 484 157 446 194     

 林之华 杨世文 项琼 王钰静     

 弘毅 理学院 思源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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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7 下午径赛 

         

1、 女子 400米  决赛 17人/3组/取 8名 14:0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478 436 273 315 016 063  

  周婷 彭鲜翔 马鸽 林银冰 劳馨莹 杨悦琪  

  弘毅 思源 研究生 医学院 新闻 法学院  

         

第 2 组  272 314 477 061 112 204  

  喻定 郭淑媛 李文雅 雷英君 韩若霖 邓绮颖  

  研究生 医学院 弘毅 法学院 工学院 商学院  

         

第 3 组  311 264 152 479 355   

  巫锦丽 骆雨欣 宋佳钰 胡若茗 杨天祺   

  医学院 研究生 理学院 弘毅 至诚   

         

         

2、 男子 400米  决赛 23人/3组/取 8名 14:15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243 092 375 004 285 412 037 456 

 方庆城 陈崇礼 魏懿浩 何浩翔 黄浩丰 高天赋 黄景鹏 吴少伟 

 研究生 工学院 知行 新闻 医学院 思源 艺术 弘毅 

         

第 2 组 087 244 284 374 454 035 417 345 

 罗绍颖 刘长伟 王伟豪 莫源祥 罗肇鹏 王铭言 刘伟豪 吕广钊 

 工学院 研究生 医学院 知行 弘毅 艺术 思源 至诚 

         

第 3 组 455 376 091 286 245 136 341  

 谭桐 余楚放 何东鹏 黄楷淳 陈宇超 李智东 宫家兴  

 弘毅 知行 工学院 医学院 研究生 理学院 至诚  

         

         

3、 男子 1500 米  决赛 21人/1组/取 8名 14:30 

 291 251 133 377 419 458 332 132 

 卢晓照 杨小强 严攀 吴永贤 张秋盛 林春雷 马寅生 李豪文 

 医学院 研究生 理学院 知行 思源 弘毅 至诚 理学院 

         

 289 250 460 090 335 034 097 038 

 麦伟峰 魏亚辉 吴德昌 陆志永 戚正奕 陈嘉诚 陈耀南 吴宗儒 

 医学院 研究生 弘毅 工学院 至诚 艺术 工学院 艺术 

         

 290 239 452 121 003    

 阮鑫 刘超 韩平 熊庆武 吴家康    

 医学院 研究生 弘毅 理学院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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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女子 4X100 米  决赛 10队/2组/取 8名 14:4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理学院 工学院 法学院 弘毅 医学院   

第 2 组  商学院 研究生 至诚 知行 思源   

         

5、 男子 4X100 米  决赛 9队/2 组/取 8名 15:00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 1 组  理学院 工学院 医学院 商学院 弘毅   

第 2 组   研究生 至诚 知行 思源   

         

         

         

2016.11.27 下午田赛 

         

1、 女子跳高  决赛 16人/1组/取 8名 14:00 

 323 159 322 017 483 198 356 445 

 梁妍景 黄晓婷 林晓璇 吴采倩 沈楠 孙乐冰 黄海建 郑仕敏 

 医学院 理学院 医学院 新闻 弘毅 商学院 至诚 思源 

         

 114 482 319 069 399 163 486 164 

 李嘉欣 张凌慧 董晓燕 梁嘉琪 杜翰诗 李娜 罗嘉敏 谭彤彤 

 工学院 弘毅 医学院 法学院 知行 理学院 弘毅 理学院 

         

         

2、 男子铅球  决赛 27人/1组/取 8名 14:10 

 424 467 339 299 249 140 099 095 

 朱艺铧 冯锐斌 李梓轩 林松辉 余正伟 伍泽鑫 潘灿辉 何发胜 

 思源 弘毅 至诚 医学院 研究生 理学院 工学院 工学院 

         

 123 248 337 468 381 423 382 179 

 林嘉裕 欧阳彪 赵彪 关超文 陈楚泓 周文云 冯福龙 余崧霖 

 理学院 研究生 至诚 弘毅 知行 思源 知行 商学院 

         

 125 031 418 334 296 466 082 032 

 冯剑威 张德昕 尹健斌 庚锐添 李泽康 巫壮豪 吴春彪 吴江铭 

 理学院 艺术 思源 至诚 医学院 弘毅 工学院 艺术 

         

 236 385 298      

 马斌 方启钧 高立青      

 研究生 知行 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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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赛队统计 

        

        

参赛单位 男子号码 女子号码 男子人数 女子人数 合计 

新闻 001 -- 004 011 -- 020 4 10 14 

艺术 031 -- 038 041 -- 041 8 1 9 

法学院 051 -- 052 061 -- 073 2 13 15 

工学院 081 -- 100 111 -- 116 20 6 26 

理学院 121 -- 140 151 -- 166 20 16 36 

商学院 171 -- 183 191 -- 207 13 17 30 

文学院 211 -- 211 221 -- 227 1 7 8 

研究生 231 -- 254 261 -- 276 24 16 40 

医学院 281 -- 302 311 -- 328 22 18 40 

至诚 331 -- 346 351 -- 367 16 17 33 

知行 371 -- 385 391 -- 405 15 15 30 

思源 411 -- 429 431 -- 447 19 17 36 

弘毅 451 -- 469 471 -- 487 19 17 36 

合计     183人 170人 353 

 

 

 

 

 

14、项目参赛人数统计 

 

项目 合计 男子 女子 

100 米 50 28 人 22人 

400 米 40 23 人 17人 

800 米 48 23 人 25人 

1500米 49 21 人 28人 

5000米 19 19 人  

跳高 36 20 人 16人 

跳远 59 29 人 30人 

铅球 55 27 人 28人 

标枪 54 26 人 28人 

4X100米 19 9 队 10队 

4X400米 17 9 队 8队 

 

 

 

 

 



汕头大学第三十届田径运动会秩序册 

 -  - 21 

15、比赛纪录 

 

校记录 

 
项目 比赛成绩 姓名 性别 地点 时间 

100 米 10.80 鲁必成 男子 佛山 1995 

400 米 50.20 陈东伟 男子 佛山 1995 

800 米 1:59.60 李志明 男子 茂名 1991 

1500 米 4:17.20 李志明 男子 茂名 1991 

5000 米 16:59.44 刘超 男子 广州 2015 

跳高 2.01 马卫东 男子 汕头 1991 

跳远 6.98 叶劲松 男子 湛江 2003 

铅球 13.78 郝立东 男子 东莞 2006 

标枪 57.19 郝立东 男子 东莞 2006 

4X100 米 44.41 法学院 男子 汕头 2003 

4X400 米 3:28.90 法学院 男子 汕头 2003 

100 米 12.70 廖葵美 女子 佛山 1995 

400 米 59.74 招巧林 女子 广州 2001 

800 米 2:23.30 邱红英 女子 汕头 1992 

1500 米 5:04.30 罗曼鹏 女子 佛山 1995 

跳高 1.58 宋晗婷 女子 广州 2004 

跳远 4.95 邱红英 女子 汕头 1993 

铅球 10.13 杨素丽 女子 茂名 1993 

标枪 34.78 何卫泓 女子 汕头 1993 

4X100 米 53.40 医学院 女子 汕头 1993 

4X400 米 3:40.10 医学院 女子 汕头 1993 

      
 

省记录 

 

      
项目 比赛成绩 姓名 性别 地点 时间 

100 米 10.67 李齐政 男子 东莞 2006 

400 米 48.68 谢子龙 男子 湛江 2003 

800 米 1:57.28 卢锦祥 男子 湛江 2003 

1500 米 4:07.80 刘源 男子 广州 1985 

5000 米 15:32.70 刘源 男子 广州 1985 

跳高 2.05 严俊 男子 湛江 2003 

跳远 7.39 傅传勇 男子 东莞 2006 

铅球 14.26 尤佳 男子 东莞 2006 

标枪 62.02 黄逊 男子 深圳 1999 

4X100 米 42.52 华工大 男子 东莞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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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X400 米 3:20.92 中山大学 男子 湛江 2003 

100 米 12.27 陈玉婷 女子 东莞 2006 

400 米 58.11 杜翠婵 女子 湛江 2003 

800 米 2:19.85 易文思 女子 东莞 2006 

1500 米 4:51.47 吴金枝 女子 湛江 2003 

跳高 1.76 淡瑞霞 女子 佛山 1995 

跳远 5.90 张泽华 女子 湛江 2003 

铅球 12.50 刘璐 女子 湛江 2003 

标枪 42.63 赵海顺 女子 深圳 1999 

4X100 米 48.57 暨大 女子 东莞 2006 

4X400 米 3:57.68 暨大 女子 湛江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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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比赛场地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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