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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
黄院青字〔2019〕43 号

★

关于开展“求新杯”新生风采大赛的通知

各学院分团委：

为服务学生成长成才，对 2019 级新生进行思想启发和行为

引领，使新生尽快熟悉校园环境，融入校园生活，提高综合素质，

开发潜能，促进新生全面发展，在新生中树立一批青春向上的学

生榜样，校团委特组织开展“求新杯”新生风采大赛系列活动，

现将活动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求新水院 绽放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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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时间

2019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15 日

三、活动对象

2019 级全体新生

四、活动内容及承办单位

（一）“求新杯”新生讲解大赛

1.活动意义：使各学院 2019 级新生熟知校园景观与本专业

实训场地所承载的我校 90 年发展历史的文化内涵与专业概况，

增强我校学生的爱校荣校意识，促进学生的专业能力提升。

2.承办单位：各学院分团委

3.活动方案：见附件 1

（二）“求新杯”新生拔河比赛

1.活动意义：锻炼学生体魄，增强学生体育锻炼的意识，通

过拔河比赛发扬团队精神，增强班级凝聚力，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营造积极向上、百花齐放、文明健康的校园气氛。

2.承办单位：机械工程学院分团委

3.活动方案：见附件 2

（三）“求新杯”最美班级创意照评选

1.活动意义：促进班级文化建设，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造

良好的班级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集体凝聚力，创建一个温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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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的班集体。

2.承办单位：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分团委

3.活动方案：见附件 3

（四）“求新杯”个人才艺大赛

1.活动意义：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激发学生才艺，弘扬个

人风采，展现我校青年学子青春活力，彰显当代大学生的时代风

貌，服务学生成长成才。

2.承办单位：水利工程学院分团委

3.活动方案：见附件 4

五、工作要求

（一）精心组织，务实高效。要抓住时机，协调组织多方力

量，强化新生入学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深入开展好各项

新生入学教育活动，活动形式力求丰富多样，内容贴近新生实际

情况，充分利用新媒体方式扩大宣传，真正达到引导新生、服务

新生、帮助新生的效果。

（二）凝练特色，注重创新。要结合自身学科特色，以开辟

和持续特色项目为重点，对新生进行分类指导。同时，彰显组织

优势，搭建创新平台，探索出新生入学教育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

（三）工作反馈。各承办单位在活动全程进行大力宣传，认



—4—

真总结，在活动结束后三天内，将活动照片、总结报道、视频剪

辑短片等内容发至校团委办公自动化。

附件 1：“求新杯”新生校园讲解大赛方案

附件 2：“求新杯”新生拔河比赛方案

附件 3：“求新杯”最美班级创意照评选方案

附件 4：“求新杯”个人才艺大赛方案

共青团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9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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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求新杯”新生校园讲解大赛方案

一、活动主题：爱我水院，话我校园

二、活动内容

（一）讲解题目：以讲解为比赛形式，讲解题目自拟。

（二）讲解内容

各学院结合各自专业特色选择各自专业校园内 1-2 处地点

（如旅游学院可选择“足迹”、国立门等校园景观，水利工程学

院可选择水利实训馆、实训场地，测绘工程学院可选择测绘展厅

等专业场地），讲解内容结合对我校的优秀校友、学校历史、我

校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专业特色发展等内容。

（三）比赛要求：比赛形式可根据各学院具体情况自行组织；

讲解须脱稿，讲解过程中要求选手运用普通话并语言流畅，且具

有较强的感染力；演讲内容要求原创，不得从他处抄袭或改编，

不得抄袭。

（四）时间要求：每位选手的讲解时间为 5-8 分钟。

三、活动时间及地点

（一）时间：10 月 25 日—10 月 29 日

（二）地点：自行安排

四、奖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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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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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求新杯”新生拔河比赛方案

一、活动主题：凝心聚力，扬我风采

一、活动内容及规则

（一）比赛以学院为参赛单位。学院人数超过 2000 人以上

组织两支队伍参加比赛。一队为 15 人，男生不多于 10 人，女生

不少于 5 人的男女混合赛。(据情况安排替补队员,每队最多 3

人)。

（二）淘汰赛：16 个队抽签，两两对决，胜利的一队进入

下一轮。

（三）晋级赛:8 个队进行抽签分成四组,直接晋级 4 个队。

没有晋级的队伍进行比赛分出五六七八名。

（四）半决赛:4 个队进行两两对决，决定出前两名和后两

名。

（五）决赛：前两名对决分出一二名，后两名分出三四名。

（六）没有晋级成功八强的队伍，抽签进行对决，取胜利的

四个队为三等奖。

（七）每院设领队一名，比赛前二十分钟各领队签到，参赛

队伍按照比赛场次安排准时到场参加比赛，因特殊原因需要更改

比赛时间的班级提前通知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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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比赛实行三局两胜制,每局后双方交换场地。当两局

胜出时比赛宣布结果,获胜队获得一分。

（九）比赛按比分出名次。一等奖为前两名，二等奖为三到

六名、三等奖为七到十二名。

二、活动要求

（一）要求队员穿休闲服、运动鞋,不许穿钉子鞋参加比赛。

（二）必须听从裁判的判罚及工作人员的指挥,遵守比赛纪

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对违反比赛规则又不服从劝阻的判输。

（三）比赛前由领队抽签决定对阵,抽签时间另行通知。

（四）河界为 2 米,比赛始末由裁判哨声决定,时间限定为两

分钟。

（五）各院选出最强队伍进行校级决赛。

三、活动时间及地点

时间：11 月 5 日

地点：祥云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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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求新杯”最美班级创意照评选方案

一、活动主题：时光定格，烂漫青春

二、活动内容及要求

（一）以班级为参赛单位，各班级至少提交一张创意集体照，

多则不限。

（二）作品应结合活动主题，内容健康，积极向上，新颖、创

新应既体现班级成员团结、乐观、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又体现

出班级特色，班级成员可用多种姿态摆出多种集体造型，题材风

格不限。

（三）以校园内景观、操场、教室等地为背景，以创意手法拍

摄而成。

（四）作品必须为班级成员拍摄的合照（作品长边不少于 3500

像素），不得网上下载或不得侵犯他人权益，如有发现，取消参

赛资格。

三、比赛参与方式

（ 一 ） 各 班 以 班 级 为 单 位 ， 将 完 成 作 品 发 送 至

460824495@qq.com，邮件主题备注上班级、作品名称、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二）联系人：朱一飞 1346070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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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奖项设置

设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0 名。

五、作品评比

由选派学生代表作为大众评审进行初评，而后由相关专业老

师作为专业评审进行复评，最终筛选出获奖作品。获奖作品将在

校内进行公示展出。

六、活动时间

10 月 25 日—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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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求新杯”个人才艺大赛方案

一、活动主题

“承九十载薪火·展新时代英才”个人才艺大赛

二、内容形式

（一）节目分类

1.乐器类：民乐—拉弦乐、弹拨乐、打击乐、西洋乐—键盘

乐器、管乐等。

2.形体类：民族舞、古典舞、现代舞、街舞、拉丁舞、武术

等。

3.声乐类：民族唱法、美声唱法、通俗唱法、乐队等。

4.曲艺类：小品表演，相声、戏剧艺术、魔术等。

5.播音与主持类：朗诵、演讲等。

（二）比赛形式与流程

1.比赛形式：参赛节目自选，参赛选手以个人或团体形式参

与。

2.比赛流程：大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环节。

初赛：由各学院分团委自行组织初赛海选，11 月 8 日前依

据初赛结果推荐 2 个节目参加决赛，并把推荐名单送至 SY5307

办公室，推荐名单格式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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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11 月 15 日。

三、活动要求

（一）积极动员。各学院要采取措施调动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

广泛动员，让更多的学生在比赛中得到锻炼。

（二）精心准备。要精选比赛节目，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排练，

努力提高参赛作品质量。

（三）展现风采。充分展现自我风采，积极传播正能量。

（四）比赛要求

1.节目内容健康、积极向上。

2.声乐、乐器、形体、播音主持类节目时间在 3—5 分钟内，

曲艺类节目在 6—10 分钟内。

五、评分办法

比赛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要求主题鲜明，积

极向上，具有观赏性。本次评分使用百分制，满分 100 分，去掉

最高分和最低分后计算综合得分。

六、注意事项

（一）参赛选手如有节目需要伴奏、照片、PPT、录音等，

请在交报名表时，把相关材料一并提交。

（二）为了表演效果和节目质量，尽量使用原版伴奏，如不

符合质量要求，承办单位可以要求选手变更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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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赛选手在参赛前，应做好化妆造型等准备工作。参

赛选手在大赛期间的一切表现均作为考察选手全面素质考察的

重要依据。

八、奖项设置

比赛设一等奖两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六名，并设最佳人

气奖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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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承九十载薪火·育新时代英才”个人才艺大赛报名表

学院（盖章）

报送时间：

注：该表请于 11月 5 日 18:00 前加盖公章报送至 SY5307 办公室。(联系人：张慧娟 13562858886)

学院 节目类型 节目人数 节目名称 参赛人员姓名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