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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赛中接棒的瞬间（买合苏提和胡西塔尔）

跳远落下的瞬间（文亮）

象飞燕一样的跳高

学院运动员代表队

与法学院特招生争雄
利者的笑容（胡西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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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体育明星风采

在运动会过后，学院分团委根据各位运动员的赛场表现和广

大学生意见，评选出了本届运动会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的体育明星。本刊编辑部的工作
人员对他们进行了专访，下面将五位学院体育明星的事迹情况刊登宣传，希望全院的各
族青年学生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奋勇争先，积极拼搏的精神，同时希望全校广大学生
朋友能在学校“211”工程二期验收和本科教育评估工作中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胡西塔尔
资环 03—2 班。来自阿克苏地区，毕业于阿克苏一中。笑
意憨憨、不善言辞的他，让我不敢相信他竟会是此次校运动会
800 米的冠军和 400 米的亚军，然而事实如此，不容置疑。而
且在 800 米的过程中，第二名的那位选手落后于他将近 50 米的
距离，如此优秀，令人敬佩。
今天的辉煌并非临时的发挥，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
的”。回顾他的过去，可谓“战绩赫赫”，英勇无比。高中三年
的运动会上从未消失过他那如飞般的身影。他是运动场上的健
儿，头上永远都闪耀着胜利的光芒，只要有他的地方，那里便是如嘶般的呐喊，雷鸣般的掌声。然而
小小的校园并不能禁锢住他那渴望奔跑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的心灵。因此他挑战着，加入了阿克苏市级
冬季长跑的比赛中。高一 便取得了阿克苏地区冬季长跑第 7 名的好成绩。这无疑给他增添了不少信
心，期待着下一次的市级冬季长跑比赛。也许正是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高二在那次比赛中是第
8 名。不知是否是此原因刺激了他，抑或是以前的的锻炼达到了某种效果，让其体能得到突飞猛进的
提高，也可能是他的那股骨子里透者的不服气给了他莫大的动力，终于在高三那年的市级冬季长跑比
赛中，荣获冠军，一举成名。那时的他，悲喜交加或者喜极而泣，或者还有别的。总而言之，他内心
的感受是十分复杂的。
距离这段辉煌成绩的时间虽然不长，不能称之为历史，但毕竟过去了就不再重现，因为过去已成
沉淀，人又得着手眼前，展望未来。步入他人生的另一个舞台——大学，面对的机遇多多，而挑战也
多多。面对着更强的对手，胡西塔尔能否一如既往，所向披靡，在这一 新的人生点上，再创一个神
话？铁一般的事实已经摆在我们眼前。去年的校运3动会上，他以 400 米第二名，800 米第三名的成绩

成为老师、学生们关注的焦点。他飒爽的英姿和轻快的身影，始终牵动着观众的视线。他的成功是我
们资环院的骄傲。
热爱足球，热爱运动是他的兴趣爱好之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一个强壮的他。而且更
重要的一点是，他有着正确的锻炼方法。从寒假他就开始训练了。他和买合苏提是好朋友，也许正是
他俩共同有着对运动的爱好，才彼此成为最好的运动搭档。他俩的训练方式大致是相同的。前期也是
做一些预活动，中期开始进行专业跑步训练。由于他擅长长跑，因此在训练 800 米跑时，他就跑 1000
米，加大训练度。训练 400 米时，他就跑 500 米、600 米。刚开始时，每次在半小时内进行 5 到 6 次
的 500 米跑，后来改为 15 分钟内进行 5 到 6 次 500 米跑，中间不停歇。后期是力量强度的训练。科
学的方法总会取得有效的结果。
另外，本次团体比赛中，他也充分发挥了团队精神，是团队在 4*400 米、4*100 米、8*400 米都
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看到他们的成功，我们真为他自豪，尽管他对自己已取得的成绩不是很满意，
因为他的目标是打败法学院，但我们仍然会对他说一声：
“你是最棒的！
”我们期望着来年的他会更骁
勇无比，战无不胜。

买合苏提
地科 02—2 班。家乡是吐鲁番的鄯善，毕业于鄯善一中。初
二时期，他便已开始较有规律的运动与训练，如踢足球等。突出
的体育才能在锻炼中体现出来了。他也由此便进入了校田径队的
训练行列之中。努力不是白费的，训练不是无用的，因为他在长
期的锻炼中，发现了自己体育方面突出的强项——短跑。不愧为
新疆小伙子的他，豪放且强壮，爆发力也强。这样厉害的人物能
错过早运动会上大显身手的机会吗？当然不会。高中每年的运动会，他是毫无疑问，二话不说，直接
报名参加。因为那是他的爱好，不为名次与荣誉，只为那开始前紧张训练的愉悦，只为那比赛中激烈
竞争的兴奋，只为那奔跑后大汗淋漓的痛快。虽然最终的结果他仍是遥遥领先，但他不会因此而觉得
自己天生就很强，他依旧坚持着他的锻炼。但平时的一些小打小闹的锻炼不能满足他对运动的渴望与
加强自身体育素质的决心，于是在高二时期，便开始晚上在一个业余体校进行训练。
运动对他来说可谓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在他进入新疆大学，还在上预科班的时候，便想在这所大
学里继续着自己对体育的执着。当听说学校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运动会时，他欣喜不已。他又坚定曾经
的信念——跑、跑、跑，生命在这奔跑中尽显。热血沸腾的他开始了在新的环境中的训练。本希望在
校运动会上驰骋，忘情的超越，追寻久违的畅快。可事与愿违，那年正处于非典时期，运动会被取消。
这令他难免有些失望，但他并未灰心丧气，而是继续锻炼，为来年的运动会作好充分的准备。
不懈的努力换来的终究是成功。在去年的运动会上，买合苏提进入了校运动会上 100 米和 200 米
的比赛中。积蓄的力量在期待已久的田径场上爆发出来。强人就是强人，无可否认。他最终取得了
100 米第三名和 200 米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这样好的成绩，我们由心底而赞叹佩服，但他的不满意，
更促使他加强了训练。
为追求不为最好，但为更好的目的，他便从寒假开始为运动会做准备了。而且还有着自己的训练
方式。他主要采取分段训练的方法。前期所做的运动，其强度不大，主要是为了让全身都处于一种运
动状态。中期，也就在 2—3 月份时，就开始进行比较专业的跑步练习。在 4 月份时，就主要训练耐
力和力量强度。练习力量强度时，主要在健身房，像半蹲、全蹲，极限强度的训练，且主要练习手笔、
大腿、小腿的力量。另外，在次期间，他也很注意就餐方面的问题，如把每天所要吃的都安排好，防
止营养不良。在临近比赛时，休息三、四天。以养精蓄锐。到上场时，就有那中奔跑的欲望。皇天不
负苦心人，在此次的运动会上，他如待发的箭，只4听一声枪响，便射向远方，带着必胜的信念，含

着满腔的热情，随风奔跑。最后获得了 100 米第三名，200 米第一名的好成绩。无须多说了，他是强
的，他是棒的，他是我们资环学院的骄傲。
对于此次运动会，他感慨颇多。他依然为没能打败法学院而遗憾。但同时他也对我们资环学院的
同学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更多的汉族同学踊跃参加运动会，并提前几个月开始加强锻炼。
希望我们的汉族同学要努力啊！与民族学生结成一片，共同在校运动会上为我么内学院在创佳绩。

古丽米热，在本次运动会中获得了

5000 米第二的优

异成绩。同时，也为我院取得 8*400 接力的好成绩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当时，面队强大的对手法学院，我们的第一棒就
落后了，但是，在第二棒时，古丽米热却奋力超过了他们，
虽然我们时输了，但古丽米热的超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
来了坚持下去的 决心，带来了 求胜的信念，最终取得了第
四的好成绩。
大家一定还记得冬季长跑的那一天，天气出奇的冷，每个人都浑身打颤，脸冻的发紫。然〈而，
正是古丽米热那身火红的衣服，那火红的热情，那奋力拼搏第一个冲向终点的力量给了我们冬天的温
暖。
像太阳一样给我们温暖的女孩，大家一定想知道的更多，想和他们成为朋友吧！古丽米热是一个
可爱的喀什女孩，现资源 04-2 班学生，毕业于疏乐县第一中学，从小喜欢跑步，高中三年每年参加
运动会，且至少参加三项，曾经多次取得 8*400，800 米，1000 米第一名的好成绩。
在我们的采访中还得知，因为冬天无法运动，但在其他季节每天晚上都会从 11 点到 12 点锻炼
一个小时，对于此次运动会优异成绩得取得，古丽米热说：“我非常感谢我的班主任阿不都克依木老
师，如果没有他对我的信任，我是不可能参加 5000 米，并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的。”

米合拉依：地科 03-2 班学生，毕业于吐鲁番鄯善一中，在此次运动会中取得了 200 米和 400 米
第一，不仅在大学，在初中时，她参加了校田径队，在高中时，她就一直独占 200，400 米的冠军头
衔。她酷爱运动，不仅限于跑步。她曾经到库尔 乐、奎屯参加运动会，为鄯善县铅球、铁饼、200
米创造了新的记录。刚开始的米合拉依只是锻炼铅球、铁饼，后经老师发现了她在田径方面的特长，
就开始进行 800，400 米的训练。
在我们的采访中知道，米合拉依是一个谦虚但又豪爽的女孩子，她不仅在运动上表现突出，在
学习上同样优秀，是一个典型的学习、锻炼两不误的女生。她在学习汉语的时候还在努力学习英语。
虽然当时我们之间的交流有一点儿困难，但付出了总有回报。米合热依是他们班的三好学习，而且汉
语和英语水平都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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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习紧张，米合拉依没有为运动会做准备，她对自己取得的成绩很满意，打算继续参加明年
的运动会，对于运动会，米合拉依说：“期望大家多去关心运动员，多发现挖掘一些新的运动员，为
学院争光。”
＆＆＆＆＆＆＆＆＆＆＆＆＆＆＆＆＆＆＆＆＆＆＆＆＆＆＆＆＆＆＆＆＆＆＆＆＆＆＆＆＆＆

迪力木拉提，
资源 02-2 班学生，家住在乌鲁木齐，原毕业于乌鲁木齐五中，在此运动会中参加了 4*100，4*400，
8*400 米接力赛，并取得了个人 1000 米第五，200 米第六。
迪力木拉提高中每年参加运动会，高一取得了冬季长跑第四得成绩。他酷爱运动，喜爱的项目岂
止田径，他曾经在高中沙区摔交比赛第四名。迪力木拉提家在财经学院，走读，因此喜欢走路，每天
一般走 2-3 公里才商公交车。在足球场上，同样可以看见他飒爽的英姿。迪力木拉提经常踢足球，初
高中都是校足球队队员，在初三的市级比赛中夺得冠军。在高中基本保持在前三名，为了自己得梦想，
他报名参加了新疆师范大学得体育特招，成了一名体育特招生。然而，足球在新疆得前途日渐渺茫，
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得最爱，选择了新疆大学，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放弃不是完全的抛弃。进入大
学后，他一如既往的爱足球，在新大足球五人赛中取得了第四名的佳绩。
除了学业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追求，迪力木拉提更是如此，在个人爱好方面，
他堪称一个全才，酷爱运动，业余时间练习书法，参加学校举行的书法比赛。更重要的是，他热爱音
乐，喜爱架子鼓，是新疆大学艺术团成员，拥有自己的乐队。大一时，在一次比赛中取得德第一名。
去年，在北京市举行的全国大学生文艺表演中取得桂冠。虽然现在队中有人在找工作，面临毕业的他
业学业繁重，但他们有时仍参加演出，继续追寻他们的梦想，坚持他们的理想。
在此次运动会之前的 15 天到一个月，迪力木拉提就开始训练，为运动会做准备。他本人表示，
如果课程不是很重，他同样会参加来年的运动会。对于此次运动会我院取得的成绩，他本人很满意，
同时，他希望在每次运动会之前学院举行的预选塞重，学院的运动员们能积极踊跃参加，以求更好的
成绩。
让我们共同期待，共同祝福吧。期待在来年的运动会上，能再次看到迪力木拉提展现自己的风采，
祝福着他们的乐队能够越来越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以上供稿：黄伟

环科 051 班

易丽霞 生态 051 班）

体操专栏
资环学院体操健儿获佳绩
5 月初，新疆大学体育部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全校新生广播体操比赛。各院各部都为
这次比赛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当然，资环学6院也不会有稍微的滞后，在全校广播体操比

赛中取得了第五名的成绩，并获优秀组织奖。
就在这次比赛之前，我院全体大一新生在 4 月
下旬得一两个星期内进行了多次集训。而且，在训
练过程中，院领导，学生会干部进大一新生都下了
相当大的功夫。通过我院学工办张老师的努力联系
到了体育部一名老师来为我们指导，竟这位老师的
耐心指导，我们将一些不规范的动作做了相应的修
改，对平时的做得还不够到位的及个别同学的问题
做出了及时的修正。以达到全体参加活动的同学能
够配合一致的效果，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出我们全体同学的配合精神。
当然，我们也很清楚，仅靠老师的指点把动作修正了，是达不到我们所要达到的效果
的，有了正确的动作，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每一位同学都非常注重于自己周边的同学的一
致性，广播操做的标准与否还代表不了全局。我们院领导及学生会干部都对这次比赛抱
有相当大的期望，当然，我们学生更不会让自己失望。我们不光排练广播操，我们还花
了相当大一部分时间来排练队型，及队伍分散方式。我们的队伍整体上是一个方队，而
且我采用的是优厚之前，由中间向两边的分散方式。我们将这种非常精细的分散方式与
同学们的配合精神结合起来，最终达到了整齐化一的效果。
经过几天的训练，我们在训练使所有的精神抖带到了比赛场上，甚至，可以说赛场上
效果要远比集训效果更佳。当广播操比赛开幕式结束时，我们资环学院的代表队伍就上
场了。可以看得出，我们经过了多么精心的准备。从那整齐化一的服装，不乏和那不可
多得的精神风貌，引来了全场观众的掌声和喝彩。队伍整齐的散开后，同学们随着广播
一次一顿地做着，完成着每一个动作。那场面，估计全场比下来时不会有问题的。而且，
我们第一个出场，能做这么好也算是本次比赛一个好的开始。最后一声广播音落时，全
体同学向后方集合，并喊着嘹亮的口号。这所有过程都体现了我们资环学院的精神风貌。
最后，广播操比赛圆满结束，我们观看了本部所有院系的广播操后，我们也非常自信，
我们一定是最棒的！经体育部评判，我院最终获得本次比赛中的优秀组织奖。我们非常
高兴，当然，这是值得我们庆贺的！

（供稿： 吴雪梅

）

＆＆＆＆＆＆＆＆＆＆＆＆＆＆＆＆＆＆＆＆＆＆＆＆＆＆＆＆＆＆＆＆＆＆＆＆＆＆＆＆＆＆＆

参加全校广播体操比赛纪实
俗语说：没有耕耘，哪来收获？对于本次的第五名，我们付出了汗水。第五名也是
对我们付出的汗水的肯定。
这次参赛的同学是大一全体同学，同时还有部分大二的同学。从开始到比赛，我们经
过了一个星期的连续训练。几乎每天的训练 都是两次。每天早晨，大家早操做完后都会
7

自觉留下，开始联系怎样散开队伍，怎样集合队伍。唯有一个满意的效果，散得更齐，
大家分单排单列的训练。下午 8 点后大家又再次训练，重复早上的训练。
训练时，学生会的体育部等学生干部自觉到场地组织如何训练，喊口号者一遍两
遍······的让大家合拍训练。
加拉力丁副书记也多次前来观看训练的效果，又是亲自拿着喇叭给大家喊口号指导
训练，学院分团委书记张志强老师更是每次必到，虽然他家在北校区，可在训练的日子
里，他每天早早 8：20 就来，下午 9 点训练完才回，为了纠正我们不规范的动作，他还
特意请来专业指导老师给我们指导纠正。比赛前一天，，张老师和大家在足球场上训练，
直到暴雨的突然袭来才匆匆结束训练。
所谓台下十年功，台上三分钟。每天早上的风刮，寒冷，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训练的
枯燥面对这几天如此辛苦的训练大家都不愿意辛勤地汗水付诸东流。付出了就要得到相
应回报。所以真正比赛时刻来临时平时训练的嬉皮笑脸荡然不存了。队伍三开始，大家
的步伐迈得小心翼翼却有信心十足，恨不得所有人变成一个人，左右不乏完全一致。体
操音乐响起时，大家都和着节奏认真完成每一个动作，此时的每个动作少了平时的散懒，
无力。都力求把每个动作做得有形有力。
乐声结束，大家都如卸下负担一样轻松了，坐在足球场上静待结果。。。。
（供稿：唐英 资环 051 班 ）

运动花絮
2006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一年一度的校运动会开始了。今天天气晴朗，只是风比较
大，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运动会现场的气氛，因为马上隆重的运动会开幕式就要开始了。
因为今年要迎接“211”工程评估，所以本次运动会的开幕式搞得比以往更热闹、更
隆重。同学们早早就拭目以待，围着操场坐在看台上，期待着开幕式的开始。
上午 10：00 开幕式正式开始。首先是升旗仪式，会场观众包括运动员，全部面向国
旗站立，在军乐队演奏的雄壮的国歌声中，注视着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当时我的心情是
激动的。我仿佛看到我们的祖国在不断的上升到广阔的天空。之后，是主持人介绍到场
的领导，我一听，天哪，不但学校的很多领导都到场了，而且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和嘉宾，
还有来自自治区的有关单位和疆内各大高校的领导。可见我校队这次运动会的重视。我心里默

默的主运动健儿们取得优异的成绩。
各个单位的代表队由引导员引导依次经过主席台，各方队都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
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的经过主席台，接受领导的检阅。同时主持人简单的介绍各个代
表队的情况。看他们的气势就像阅兵，其中 几个方队特别引人注目。首先是裁判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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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他们担任执法本次运动会的任务，务必保证比赛公平公正的进行。他们穿着黑色的
裤子，白色的衬衫，给人一种威严，公正的感觉。相信在他们的努力工作下，运动会一
定会圆满成功。
最前面的院系代表队是研究生院代表队，他们全是我院的研究生组成的。这支代表
队作为新大的一支主力军，他们拥有顽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在此次接受检阅的同时得到
了充分的展现。
老年自行车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队伍，他们是学校的离退休人员，曾为学校的发展
做出过他们的贡献，如今他们都已是白发苍苍但仍然充满活力，他们是我们年轻人的榜
样。我院代表队在入场顺序的 23 位，他们是一个整齐的队伍，这支有着悠久历史的队伍
主要由大一的学生组成，统一的着装，整齐的步伐，显示着他们必胜的决心与信心。他
们一个个朝气蓬勃，精神抖擞，虽然大风吹着他们的脸庞，但他们毫不畏惧，为我们资
环学院争得荣誉。
接受检阅后，体育部各研究室组织同学表演了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有富有朝气的
网球、展现青春魅力的拉丁舞、优美的国标，他们优美、青春的舞蹈给人们以美的享受。
还有展示年轻人活力的扣篮以及世界第一运动足球。此外学校还组织了跆拳道表演、排
球表演以及武术表演。这些都充分展现了我校同学体育运动的多样性，并且，甚且贯彻
了“锻炼身体。振兴中华”的这一口号。
他们为此开幕式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供稿：孙继超

郑素进

）

＆＆＆＆＆＆＆＆＆＆＆＆＆＆＆＆＆＆＆＆＆＆＆＆＆＆＆＆＆＆＆＆＆＆＆＆＆＆＆＆＆＆＆

发扬着奥林匹克精神，勇于拼搏，积极进取
夏初之际，激情似火的所有校园内迎来了第三十四届校运动会的召开。运动健儿们为
此紧锣密鼓地进行训练，他们蓄势待发，为那赛场上的最后一搏。训练期间极为辛苦，
汗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牺牲了休息时间，为了将最光彩的一幕留给同学们。
在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同，各类项目表演精彩地为全校同学们展示了体育运动的魅力，
他们充满着活力，洋溢着年轻的火热之情，活力四射的为大家精彩展示。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他们辛苦地参加练习，反复地练习着同样的动作，只为那灿烂的一幕能博
得大家的掌声。
运动会的比赛中大家发扬着奥林匹克精神，勇于拼搏，积极进取，为了心中的梦想，
让激情燃着，给大家诠释了生命的活力。在长跑比赛中，天气状况不是很好，火辣的骄
阳洒满运动会场，大风肆虐着吹舞着整个校园，飞沙在空气中旋舞，但这一切的外界阻
挠，都没有打动他们比赛的意志，拼搏、拼9搏再拼搏，坚持坚持再坚持。年轻就是无敌。

裁判员老师们在运动会期间坚守岗位，严于执守，认真地完成本职工作，为全校同学
服务，三天狂风肆虐的天气下，他们辛苦的完成了运动会的裁判工作。在这里，让我们
对您说声：“老师，您辛苦了。”
第三十四届运动会闭幕了，我们学院拿到了优异的成绩，这归功于运动健儿们的全体
努力，“你们辛苦了。”虽然运动会在呐喊助威声中刬上了圆满的句号，但体育精神却延
续下来，展示了生命在于运动的含义。
（供稿：梁志鹏

资环 05—1）

运 动 英 雄 榜
新疆大学第 34 届田径运动会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学生得分一览表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学号
20021201430
20021201405

20021209419
20041213416
20021209402
20031201423
20041206427
20051213011

20021209419
20031210206

14

20021209419
20041209406

15

运动员姓名

班级

买合苏提

地理 02-2 班

胡西塔尔

资环 03-2 班

迪力木拉提

资源 02-2 班

吾买尔江
赛力哈孜

生态 04-2 班
资源 02-2 班

米合拉依

地理 03-2 班

古丽米热
杜海燕
买合苏提
胡西塔尔
迪力木拉提
邓文
买合苏提
胡西塔尔
迪力木拉提
帕祖力
买合苏提
胡西塔尔

资环 04-2 班
生态 05-1 班
地理 02-2 班
资环 03-2 班
资源 02-2 班
环科 03-3 班
地理 02-2 班
资环 03-2 班
资源 02-2 班
资源 04-2 班
地理 02-2 班
资环 03-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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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项目

名次

100m
200m
400m
800m
100m
200m
铁饼
铁饼
200m
400m
5000m
铅球

第三
第一
第二
第一
第五
第六
第四
第七
第三
第四
第二
第八

得
分
6
9
7
9
4
3
5
2
6
5
7
1

4×400m

第二

14

4×100m

第二

14

8×400m

第二

14

20021209419
20021210412
20031207411
20021201413
20021201401

16

20031207424
20031210424
20031201411
20031207424

17

20031201408
20041206006
20031206421
20031201409
20021201426

18
20041206420
20031201426

迪力木拉提
邓文
玛纳提汗
沙拉依丁
西尔艾力
克力木江
米合拉依
库鲁木汗
毛丽旦
阿孜古丽
米合拉依
库鲁木汗
毛丽旦
阿孜古丽
阿斯娅
古丽米热
孙小红
米合古丽
玉山江
阿不都合力力
古丽米热
阿力木江
麦尔哈巴
合计

资源 02-2 班
环科 03-3 班
环科 03-2 班
地信 03-2 班
地理 02-2 班
地理 02-2 班
地理 03-2 班
地信 03-2 班
环科 03-2 班
地理 03-2 班
地理 03-2 班
地信 03-2 班
环科 03-2 班
地理 03-2 班
资环 04-2 班
资环 04-2 班
资环 04-1 班
资环 03-2 班
地理 03-2 班
地理 03-2 班
资环 04-2 班
资环 04-2 班
地理 03-2 班

4×400m

第六

6

8×400m

第四

10

五人板鞋

第七

4

126
（供稿：资环学院分团委学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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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体会

第三十四届运动会总结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当最后一声哨声的响起，最后一阵热烈的欢呼后，新疆大学第三十四届
田径运动会正式于 5 月 14 日闭幕，在这次比赛中，各学院的代表队努力拼
搏，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院学生代表队也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出色，拿到了
全校学生组团体总分第二和体操比赛优秀组织奖的佳绩，向全校师生展现出
了我院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和勇往直前的形象。
在学院党总支的关怀和学院分团委学工办的直接领导下，我院学生代表
队能取得如此的佳绩，除了参赛队员11的努力拼搏外也离不开全院师生的

共同努力，看那田径场上同学们的阵势，听那一声声的呐喊以及广播站里我
院学生的加油，充分体现着我院师生一颗热情豪迈的心。
对这次运动会的开展，我院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一）

运动员的选拔及报名

4 月 12 日，学生会体育部向各班发放报名表，各班踊跃报名，表现出
空前的积极性，这足可见我院学生对学生工作和体育运动的支持。
4 月 15 日，在学校田径场进行了院运动会选拔赛，确定了参赛人名单
4 月 25 日，填交学校体育部发的报名表。
（二）

运动会进行提前准备

为迎接运动会，保持运动会期间赛场的秩序，保障我院学生能在运动
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我院成立了“运动会七个小组”，他们分别是：
1、方队组：负责运动会开幕式的进场和闭幕式退场。
2、后勤组：负责运动会期间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
3、运动组：负责组织运动员按时间在指定的地点检录和参加比赛。
4、宣传组：负责运动会的赛事报道以及当天赛事的宣传。
5、联络组：负责运动会的各项联络和比赛信息的传递。
6、纪检组：负责运动会比赛场地的秩序，按学校要求保证观众人数，
并且保证一天四次点名。
7、环卫组：负责学院大本营和运动会场地的卫生保洁。
（三）运动会比赛期间的组织
运动会比赛时间为 5 月 12——14 日，在这三天时间内我院学生代表队
在赛场上努力拼搏，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学院争光添彩，最后获得
了团体第五的好成绩。
同时，在我院的观众席上的各班同学也表现积极，始终为我院的运动健
儿呐喊、加油，为运动场上增添了一份青春的活力。为运动会服务的各组学
生干部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方队组，经过赛前的刻苦训练，在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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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中表现优秀，给全校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纪检组，认
真负责，每天按时点名，确保了运动会期间我院看台的良好秩序；环卫组，
由始至终忠于职守，与新大环保协会共同保障了运动会赛场的环境卫生，向
学校师生战士了我院学生良好的道德素质和环保意识，深受校领导的好评；
宣传组，连续三天对运动会赛场情况进行报道，即使下着大雨，他们也毫不
退缩，坚持将比赛的全程地一时间报道给全院甚至全校的师生，他们坚定的
意志在运动会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勤组的同学更加不畏辛苦，每天坚持
将比赛用品送至运动员手中，并且保证了所有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饮水供
应，使我院运动员能够以最佳的状态参加比赛……。
（三）

赛后总结

新疆大学第三十四届运动会是一次成功的运动会，在同学们的欢呼下胜
利闭幕。这次运动会是迎评前的一次运动会，我们学院的同学在上级领导的
关怀下，成功的组织参加了这次运动会，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没有特招
生的情况下，学生总分排名第二，并且在个别项目上远远强于特招生。但是
我们不能骄傲，我们要认真的看待和分析我们存在的问题：
1）
、在对运动员进行选拔时，班级体育委员通知不及时，运动员奖励机
制不完善，导致报名人数少，没能组织正规的院运动会，埋没了一些有实力
的人才。
2）
、赛前的方队训练太晚，偶尔出现无故缺勤的现象。
3）
、在所取得优秀成绩的项目中，大部分是在跑步中获得的，而在田赛
项目上明显不足，我们应该吸取教训，更加注重在田赛方面发现人才。
4）
、从男女方面对比，女子比赛所拿分数明显少于男子，女生参与比赛
的积极性远远不如男生，以后我们应该多调动女生参与运动的积极性，多组
织一些女生参与的体育运动。
5）
、比赛组织方面明显经验不足，时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工作失误。各组
组员工作时出现不足，影响了工作的顺利进行，以至有的时候出现工作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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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连续，运动员通知不及时的现象。
6）
、3 天观看比赛的有些班级不能按时到场，组织纪律差，一些同学无
故缺席，特别是 5 月 13 日，大一、大二同学观看比赛时，由于天气炎热，
一些同学私自离场，严重损害了我院的良好形象。
缺陷我们必须面对，失误我们必须牢记，但是，我院运动员不计较个人
利益，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赛事，为学院争了光。工作人员本着“源于
学生，服务学生”的工作原则，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一意为学院学生服务，
为广大学生树立了榜样，在赛后本着自我批评的态度认真总结自身的不足和
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总体看来这次运动会对学院来说是一次成功的大会，
团结的大会，但是我们不能骄傲，应继续努力，团结一致，使我院的学生工
作蒸蒸日上。
＆＆＆＆＆＆＆＆＆＆＆＆＆＆＆＆＆＆＆＆＆＆＆＆＆＆＆＆＆＆＆＆＆＆＆＆＆＆＆＆＆＆＆

排 球 赛 总 结
学院体育部应我院广大学生的要求，组织了资环学院第一届友谊排球联赛，这次比
赛的宗旨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以互相学习，彼此沟通为目的，增进同学间的交流
与团结。
此次比赛有 5 支队伍参加。
第一场：环科 032 胜 地科 032
第二场：大四联队 胜 大三联队
第三场：环科 032 胜 大四联队
第四场：大一联队 胜 地科 032
第五场：大一联队 胜 大三联队
第六场：环科 032 胜 大三联队
第七场：环科 032 胜 大一联队
最终环科 032 获得第一名，大一联队获得第二名。
不管此次比赛的结果如何，大家得到了交流和学习，认识了很多朋友，也提高了自
己的排球技术，通过此次比赛，我们还选拔出一批排球技术相对较好的队员组建了院排
球队。
由于第一次组织排球比赛，此次比赛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裁判问题，比赛时间和
场次安排等问题。不过我们会认真总结，争取把以后的活动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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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领导和学生精英的合影

女子接力者的笑容

立下赫赫战功的男子接力队

男女接力队员胜利后的喜悦

明星激情后的沉默

在国歌声中开幕式上的各位领导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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