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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大运河杯”全国 U系列青少年龙舟赛暨青少年龙舟夏令营

学习资料

一、龙舟历史与爱国主义教育

（一）中国水文地理

中国七大水系：海河、辽河、黄河、淮河、松花江、长江、珠江

中国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

（二）端午文化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 又名端阳，端是“开端”、“开始”的意思。初五可以

称为端五。农历以地支纪月，正月建寅，二月为卯，顺次至五月为午，因此称五月为午

月，“五”与“午”通，“五”又为阳数，故端午又名端五、重五、端阳、中天、重午、午日，

从史籍上看，“端午”二字最早见于晋人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据统计，

端午节的名称叫法达二十多个，如有当五汛、天中节、夏节、五月节、菖节、蒲节、龙

舟节、浴兰节、屈原日、女儿节、地腊节、诗人节。端午节各地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

其内容主要有：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迎鬼船、躲午，帖午叶符，悬挂菖蒲、艾草，

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醴，赛龙舟，放风筝，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洗苦草麦药

澡，涂雄黄，饮用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

纪念介子推说以及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越人传统说等等。其中最有名

的是纪念屈原说。

屈原（公元前 340 年－公元前 278 年），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思想家。芈

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公元前 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

（今湖北江陵），屈原悲愤交加，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主要作品有《离骚》、

《九歌》、《九章》、《天问》等。他创作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诗经》

中的《国风》与《离骚》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与端午节相关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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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重山 端午

元 舒頔

碧艾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缠五色臂丝长。空惆怅，谁复吊沅湘。

往事莫论量。千年忠义气，日星光。离骚读罢总堪伤。无人解，树转午阴凉。

临江仙·高咏楚词酬午日

宋 陈与义

高咏楚词酬午日，天涯节序匆匆。榴花不似舞裙红。无人知此意，歌罢满帘风。万事一

身伤老矣，戎葵凝笑墙东。酒杯深浅去年同。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

南乡子·端午

宋 李之仪

小雨湿黄昏。重午佳辰独掩门。巢燕引雏浑去尽，销魂。空向梁间觅宿痕。

客舍宛如村。好事无人载一樽。唯有莺声知此恨，殷勤。恰似当时枕上闻。

端午

唐 文秀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四）龙舟知识

１、传统龙舟文化

关于龙舟的起源众说纷纭，比较常见的有纪念屈原、伍子胥、勾践等历史人物说，

古代吴越地区祭祀说，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龙舟赛则也是为了纪念不同的英雄。传统龙

舟的比赛和器械与现代龙舟有较大区别，特别是龙船，形状与现代龙船差距较大，满员

36 人，称作“一槽”，其制作技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我国古代和周

边各国交流密切，龙舟也传入了包括日本，越南，老挝在内的不少国家。“龙舟”即使

一项我们熟悉的运动，也是南方民间的一种戏曲艺术形式，其主要的伴奏乐器是一块木

龙头，效果类似于木鱼，也称为“龙舟”。

以下是几首关于龙舟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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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字木兰花·竞渡

宋 黄裳

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鼓击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

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金碧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

湖亭观竞渡

宋 楼钥

涵虚歌舞拥邦君，两两龙舟来往频。

闰月风光三月景，二分烟水八分人。

锦标赢得千人笑，画鼓敲残一半春。

薄暮游船分散去，尚余箫鼓绕湖滨。

竞渡诗/及第后江宁观竞渡寄袁州剌史成应元

唐 卢肇

石溪久住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机。

鼙鼓动时雷隐隐，兽头凌处雪微微。

冲波突出人齐譀，跃浪争先鸟退飞。

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

午日观竞渡

明 边贡

共骇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云旗猎猎翻青汉，雷鼓嘈嘈殷碧流。

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

江亭暇日堪高会，醉讽离骚不解愁。

2、近代龙舟运动

自 1976年香港举办首次国际龙舟邀请赛开始，龙舟运动在国内外呈现出普及、发

展的大趋势。1985年 5 月，原国家体委将龙舟列为全国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同年 9

月 16 日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龙江举办第一届“屈原杯”全国龙舟赛。1985年 5 月，中

http://so.gushiwen.org/view_30063.aspx
http://so.gushiwen.org/author_686.aspx
http://www.slkj.org/b/29577.html
http://www.slkj.org/c/44888.html
http://www.slkj.org/c/448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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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龙舟协会在湖北宜昌正式成立。1991年 6月，国际龙舟联合会在香港成立，迄今已经

有 70 多个正式会员组织。1992年 8 月，亚洲龙舟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至今已有 20多

个正式会员组织。1995年 6 月第一届世界龙舟锦标赛在中国岳阳成功举办。2007 年 4

月，世界体育总会（原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接纳国际龙舟联合会为正式会员。随着我

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起源于我国的龙舟竞赛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在 2010年，龙舟

正式成为了广州亚运会的比赛项目。2011 年 5 月，赛龙舟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中国国内龙舟最高级别赛事为始于 2011 年的中华龙舟

大赛。

（五）中国近代历史重大事件

青年营员应了解以下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原因、意义、有关的历史人

物，少年营员应至少了解以下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有关的历史人物：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六）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梦：

“中国梦”的核心目标也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也就是：到 2021 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和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

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

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

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

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的文明发展道路。”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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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

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

习近平提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

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

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

二、扬州的历史文化知识

（一）扬州人文历史

扬州，江苏省地级市，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古称广陵、江

都、维扬，有“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之称，又有着“中国运河第一城”的美誉；被誉为扬

一益二、月亮城。扬州建城史可上溯至公元前 486年 ，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

国大运河扬州段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扬州列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城市之一。

截至 2018年 5 月，扬州市下辖邗江区、广陵区、江都区 3个市辖区和宝应 1 个县，

代管高邮、仪征 2个县级市。扬州市境内有一级河 2条、二级河 7 条、三级河 2 条、四

级河 4 条，总长 593.6千米，多年平均径流总量 16.9亿立方米。主要湖泊有宝应湖、高

邮湖、邵伯湖、登月湖、白马湖等。

扬州景点众多，较为出名的有：瘦西湖风景区（扬州唯一 5A 级风景区），以个园、

何园为代表的扬州园林，以大明寺为代表的宗教建筑等。

扬州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灿若星辰，像尧（上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五帝之一）、

鉴真（唐代著名僧人，东渡日本传法）、秦观（著名词人）、郑燮（字板桥，著名的“扬

州八怪”之一）、汪曾祺（当代著名作家）都是扬州人，而杜牧（唐代著名诗人，写下

了许多关于扬州的不朽名篇）、史可法（民族英雄，在扬州抗击清军）、曹寅（曹雪芹祖

父，曾在扬州开办扬州诗局，促进文化传播）等，也是在扬州完成了不朽的事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8B%8F%E7%9C%81/3209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8B%8F%E7%9C%81/3209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3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C%E6%9D%AD%E5%A4%A7%E8%BF%90%E6%B2%B3/3453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9%99%B5/814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9%83%BD/3447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9%83%BD/3447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4%E6%89%AC/79655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AC%E4%B8%80%E7%9B%8A%E4%BA%8C/37213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AC%E4%B8%80%E7%9B%8A%E4%BA%8C/37213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8%E4%BA%AE%E5%9F%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64127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A4%A7%E8%BF%90%E6%B2%B3/144379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A4%A7%E8%BF%90%E6%B2%B3/144379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9%81%97%E4%BA%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B5%B7%E4%B8%8A%E4%B8%9D%E7%BB%B8%E4%B9%8B%E8%B7%AF/185432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97%E6%B1%9F%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9%99%B5%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9%83%BD%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9%82%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AA%E5%BE%81/4751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D%E5%BA%94%E6%B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9%82%AE%E6%B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9%82%AE%E6%B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B5%E4%BC%AF%E6%B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B%E6%9C%88%E6%B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D%E9%A9%AC%E6%B9%96/1280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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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和龙舟也有着不解之缘，扬州的仪征市，自 2012 年起，每年举办城市龙舟公

开赛，比赛在宽阔的仪扬河举行，每次均吸引数万名市民观赛。

（二）与扬州有关的著名诗词

寄扬州韩绰判官

唐 杜牧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忆扬州

唐 徐凝

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尖易觉愁。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人韵

宋 辛弃疾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高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

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

尝试与君谋。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

赠别二首

唐 杜牧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三、龙舟竞赛规则

（一）场地、器材及参赛要求

1、赛场

赛场设 2-8 条赛道，以最接近终点裁判塔的赛道为第一赛道。各赛道宽度必须一致，

规格为 9-13.5 米。赛道一侧设 30 米宽的附赛道，另一侧设 6米以上宽度的警戒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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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应设置浮标，航道浮标间距 20 米，使用黄色浮标。距终点 100 米范围使用红色浮

标。根据航道全长，在起、终点线后至少各留 100 米准备区域和缓冲区域。发令台和终

点裁判塔的近端设标志杆，远端设瞄准牌，分别设置在起点线和终点线的延长线上（6

米以上的位置），均须与水面垂直。

2、器械

22 人龙舟总长（含龙头、龙尾）18.40±0.03 米，舟长 15.5±0.02 米，舟宽（中

舱最宽处）1.1 米±0.01 米。12 人龙舟总长（含龙头、龙尾）12.95 米±0.03 米，舟长

10.95 米±0.02 米，舟宽（中舱最宽处）1.0 米±0.01 米。拔河赛，往返赛均使用以上

两种龙舟。

因龙舟制作材料不受限制，龙舟本身重量不设统一标准。但要求同一次赛事使用的

所有比赛龙舟最重与最轻的差距不得超过 2.5 公斤（含龙头、龙尾和舵桨）。中国龙舟

协会的标准比赛龙舟配备有龙头、龙尾、鼓、舵，以此保持中国民俗传统。舵桨固定在

尾舱左侧，鼓设在第一舱划手前面。

除竞赛规程另有规定，在比赛中各队可使用自备划桨，但赛前须经器材裁判员检查，

符合标准方可参赛。

每条龙舟均需携带两面红色旗帜（一面在船首，另一面在船尾）作为危险信号旗帜。

当有运动员不慎落水或因其他情况需发出“危险信号”时，由鼓手或舵手挥舞旗帜，发

出信号直至救生船有回应。

3、队员

22 人龙舟比赛，每队参赛运动员不超过 26 人（含 26 人），其中划手 20 人，舵手、

鼓手各 1人，替补队员 4人。12 人龙舟比赛，每队参赛运动员不超过 14 人（含 14 人），

其中划手 10 人，舵手、鼓手各 1人，替补队员 2人。

参赛运动员须身体健康，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具备着轻便服装游 200 米以上的能

力。参加龙舟竞赛少年甲组的运动员，年龄为当年 12 月 31 日前满 16 周岁但不超过 18

周岁，各参赛运动员均须着救生衣参赛。参加龙舟竞赛青年组的运动员，年龄为当年 12

月 31 日前满 18 周岁但不超过 23 周岁，在无年龄限制的组别中，如选手的年龄未达到

12 周岁，必须穿上救生衣且指定一名运动员负责其安全，否则取消参赛资格。

各队运动员服装颜色、式样必须整齐一致。除非天气和安全原因，各参赛队在比赛

服外不得加穿任何衣物。每队必须设队长 1人，比赛时佩戴队长标志，队员可佩带统一

头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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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录时，教练员声明减员，经裁判长同意，该队本场比赛可减员参赛。减员仅限于

划手，但不包括混合组对同一性别运动员的最低限制，否则该队不得参加比赛： 22 人

龙舟比赛每队划手（运动员）不得少于 18 人。12 人龙舟比赛每队划手（运动员）不得

少于 8人。

（二）龙舟竞赛形式

直道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 1000米以内标志清楚而无任何障碍的直线赛道

的竞赛。

绕标赛：在环绕半径不少于 18 米，直线距离不少于 400米的人工或自然水域所进行

的竞赛。

拉力赛：在自然水域、封闭的航线上进行的长距离竞赛。

拔河赛：指在静水水域中，比赛双方以龙舟和连接两条龙舟的绳索为主要器械，凭

借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技战术等手段，将对方拉至相应标记线的竞赛。

冰上龙舟赛：划手利用两根杖桨（木把手加钢钎头）作用于冰面，推动冰上龙舟前

进的运动。

同时选手应对我国各地具有特色的龙舟比赛形式有一定了解，如广东叠滘龙船漂移，

湖南溆浦龙船，江西宜春“端阳副节”等。

（三）竞赛通则

1、检录登舟

比赛队必须按检录裁判通知的时间到检录处集合报到，参加该组比赛赛道抽签，接

受裁判点名，身份验证和服装检查，超过检录时间 15 分钟未到达检录区的队伍，按自

动弃权处理。

参赛队必须按检录裁判的指令上船，凡违反规定不服从者，取消比赛资格。登舟时，

运动员按规定着救生衣，可携带坐垫，坐垫厚度在指压下不得超过 15 毫米。参赛队不

得在龙舟上外加附着物或改变舟体摩擦力的涂抹物质，不得携带通讯、动力器材、测速

仪、心率表、抽水泵等与竞赛不符的物品登舟。

各队登舟后在裁判员指挥下驶离码头，按规定的附航道划向起点，不准中途靠岸，

不得影响正在进行的比赛。如与比赛队伍相遇，应提前停鼓、停桨，待全部比赛龙舟通

过后方可继续划行。凡违反规定警告不服从者，取消该队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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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起点出发

赛前三分钟各参赛队根据裁判的指令进入赛道，赛前两分钟进行点名，此时未进入

赛道的队，将被判罚黄牌警告。各参赛队必须在起点裁判员的指挥下尽快将龙舟（龙头）

前沿稳定在起点线上，此时有不服从裁判员指挥或有意拖延时间者，将被判罚黄牌警告。

赛前一分钟开始取齐，各参赛队准备就绪后，发令员开始发令。发令员的口令为：

“各队注意”→“预备”→“划”，并同时鸣笛。发令时，“预备”→“划”之间的间隔

时间不超过 5秒。当发令员发出“各队注意”口令时，未准备好的参赛队，队长或鼓手

应举手示意。发令员发令后，参赛队不论何种原因延误起航的，责任自负。

在发令员发出“预备”口令后，各参赛队须处于静止状态；在“划”的口令前，凡

划桨划动或敲鼓、鸣锣、吹哨、呼喊指挥划手的参赛队，均判抢航犯规。

出现抢航时，起点裁判员将连续“鸣笛”以示抢航犯规，赛道裁判艇迅速进行拦截，

并召集各队返回起点重新比赛。每组起航次数不得超过两次，在组织第二次起航时发生

抢航，该组将不再召回，比赛继续进行，由赛道裁判员令犯规的队退出比赛。

3、途中

起航后，各队应自始至终在本航道划行，龙舟任何部分均不得超越本航道，龙舟偏

离赛道的一切风险由赛队自行负责。

若发生串道并以领先优势在其他龙舟之前时，不论相撞与否，实质已对其他赛队造

成了影响，则该队被红牌判罚，取消该项比赛资格；若串道之龙舟落后于此航道的龙舟，

未影响在此航道正常比赛的龙舟队之成绩，并能划回本航道时，可不判犯规。

各队鼓手应积极有节奏地敲鼓指挥划手，可以吹口哨配合鼓声指挥划手。若起航 50

米后未敲鼓、鸣锣，加时五秒。各参赛队舵手、鼓手不得以任何方式划水，否则，该队

被判罚取消比赛资格。

各队有责任爱护比赛器材，比赛中如故意将龙舟翻转或损坏，除负责打捞、赔偿外，

该队还将被红牌判罚，取消该项和余下项目比赛资格。比赛过程中若发生器材损坏或失

落，比赛继续进行。比赛中若出现队员落水，该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4、终点

龙舟（龙头）最前沿抵达终点线，即为划完全程。由终点裁判员根据龙舟通过终点

线的先后顺序判定名次。若同组比赛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龙舟同时到达终点，除了涉及

第一名需重赛外，其它名次可并列，以下相应名次空出。当同轮次比赛中有两支或两支

以上的参赛队比赛时间相等，且超出晋级名额时，将由总裁判长根据实际情况指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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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队进行重赛或抽签确定晋级资格。龙舟到达终点后，应及时回码头接受裁判员的

检查和交还器材，未接受检查之前队员不准上岸，不得与外界接触。

以下情况为终点及赛后犯规，发生后该队成绩无效并取消比赛名次：

龙舟未从本赛道内通过终点。

龙舟到达终点时所载队员数目与检录登舟时不同。

龙舟上有违禁物品或配套器材、设备短缺。

直道赛中，超过时限队伍仍未到达终点。

5、关于绕标赛和拉力赛的特殊规定

绕标赛、拉力赛出发顺序依照各参赛队参加直道竞速赛的成绩排序，成绩列后的队

第一个出发，成绩居前的队较后出发。绕标赛的发令口令有所不同，为：某队准备，

5-4-3-2-1，划。绕标赛、拉力赛出发时，若发生抢航现象，无须召回，抢航的参赛队将

按加时 5 秒处罚。

绕标赛转弯时，各参赛队必须按逆时针方向沿所有转向点浮标的外侧转弯，确保转

向点浮标在龙舟的左舷，不得从转向点浮标的内侧转弯。龙舟碰撞浮标一般不判犯规，

但如从浮标的内侧通过，每违规一次按加时 20 秒处罚，违规３次，即被取消此项目的

比赛资格。绕标赛的赛前训练和比赛，龙舟均须按逆时针方向划行。

超越分为直道超越和弯道超越。直道超越时龙舟可以从被超越龙舟的两侧进行，但

必须保持 4 米以上的水面距离。进入弯道超越前，当超越龙舟的鼓手与被超越龙舟的舵

手在超越标志处平等时，弯道超越即刻成立；反之，弯道超越不成立且严禁超越。任何

超越成立时，超越龙舟不得改变航向，被超越龙舟主动避让。超越成立时，如发生碰撞，

判被超越的龙舟犯规，加时 20 秒；超越不成立时，如发生碰撞，判超越的龙舟犯规，

加时 20 秒。

比赛中，向终点划行的龙舟严禁横切赛道，抵达终点后不得突然变向转弯，避免影

响其他龙舟，确保安全。

６、比赛其他事项

预赛分组可根据运动队的报名成绩或在系列赛中的积分进行蛇形排列分组，或抽签

确定。预赛分组如采用抽签方式则在技术会议上进行，预赛赛道抽签于赛前在检录处抽

签确定。

各参赛队应完全了解赛事条例及比赛规则中的所有有关比赛安全的事项，报名时须

与主办单位签署安全责任书，并确保所有运动员遵守安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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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比赛中裁判员的判决不服，各参赛队必须在成绩公告后 30 分钟内由领队以书

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领队提出申诉超过规定时限，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各

参赛队在提交书面申诉的同时须交纳 5000 元人民币申诉费。若胜诉，申诉费将全额退

还。

团体总分排名，按第一名得 N+1分，第二名得 N-1分，第三名得 N-2分，依此类推

至最后一名，N 为参赛队数。

参加 500 米直道竞速赛的队，享有 13——40 分钟休息时间；参加 200 米直道竞速

赛的队，享有 13——30分钟休息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