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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体四“盏”·汇完满·致健康
  “一盏灯”：点亮一个人、指引一群人、闪耀一座城；

  “一盏酒”：最热烈的心、最火辣的情、最真实的自己；

  “一盏茶”：最细致在品味、最珍贵在沉淀、最浓郁且留香；

  “一盏汤”：关照移通师生、关爱教工子女、温暖“移通家”

前 
言



竞体
简报

01 一盏灯：“榜样力量”照亮体育青春

02 一盏酒：“生命热度”温暖体育人生

03 一盏茶：“机制沉淀”助力体育发展

04 一盏汤：“关照教师”拓展体育新局



∎ ★ ∎  榜样力量·竞技体育表彰大会成功召开

∎ ★ ∎  聚焦力量·“四维空间”照亮目标

∎ ★ ∎  人物力量·教练“进书院”点亮人生

  一盏灯

——“榜样力量”照亮体育青春



➽➽ 竞技体育表彰大会

u     10月10日，2019-2020学年竞技体育表彰大会
成功召开。本次大会回顾了上学年竞技体育工作
成就，对优秀的体育团队给予表彰，突出竞技体
育对”健康“的作用和意义。

u     大会以“运动‘竞’健康”为主题，积极面向全校师
生传递竞技精神、生命健康理念。一方面回顾战
“疫”期间，学校竞技体育中心创新形式用“线
上赋能、线下蓄能”，促进师生体质健康；全校
体测及格率提升15.59%，及格人数增加3236人。
另一方面重点回顾了学校持续“四体育人”新模式获
得新成就，积极呼吁全校师生投身竞体事业，开
启竞技体育新历程，书写新态度和新高度。

表彰传精神，为健康赋能

  一盏灯



➽➽ “四维空间”照亮目标

u     10月16日，竞技体育中心全体教师与教练员齐聚别都书院，学期
工作部署大会在“四维空间”报告厅正式举行。校长助理李文豹特
别莅临会场并对学期、学年工作进行指导。 竞技体育中心刘玉林副
主任，为大家重温了学校办学定位和育人理念，系统的讲解了竞技
体育“四体育人”内容，传达了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学会、勤练、
常赛”的任务要求，布置了新学期、新学年工作内容。

部门深度融合，强化学年工作目标

  一盏灯



➽➽ 教练“进书院”点亮人生

u     10月21日，竞技体育中心校女排教练颜文娟老
师走进北山书院，展开以《“排球”背后的荣光》
为主题的分享会，标志着“竞技教练进书院”系
列分享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u     该主题系列活动，每周1期，每期以主题“故事”
形式展开，注重书院“领导力”关键词和竞体教练
特色特长相结合。

u     截至目前，在书院平台已开展10期专题分享会，
通过活动搭建了竞技教练与书院学生连接桥梁，
拓宽了竞技教练与书院学子的沟通平台，浓郁了
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充分发挥竞技教练在体育文
化推广和体育精神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主题分享，《夺冠》讲精神

  一盏灯



∎ ★ ∎  赛事热度·承办省市级大型体育赛事彰显实力

∎ ★ ∎  竞技热度·再夺冠！体育运动队收获42项省部级及以上荣誉！

∎ ★ ∎  健康热度·启动学生体质健康提升工程，体育活动火力全开

∎ ★ ∎  运动热度·“三会一节一推广”，展现健康运动风貌

  一盏酒

——“生命热度”温暖体育人生



➽➽ 赛事热度·承办重庆市大学生沙滩排球比赛

u     10月26日，由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办的2020年重庆市大学生沙滩排球比赛在我校行者运动场沙滩排球场落下帷幕。来自市
内17所高校的33支代表队，180余名运动员，在我校沙滩排球场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

u     本次比赛是我校继2014年承办”重庆市大学生五人制足球比赛“之后，第7次承办的省市级（国家级）大型体育赛事活动。6年
时间、7次承办大赛，涵盖：足球、篮球、游泳、沙滩排球、户外三走赛5个大项。通过”引进来“高水准大赛，不断展现我校竞
技体育”硬软件“综合实力。

第7次承办省市级大型比赛，彰显学校实力

  一盏酒



    11月16日，2020年重庆市大学生
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在西南大学落下
帷幕。我校女子足球队时隔五年再度
登顶，拿下重庆市大学生女子足球比
赛（甲组）冠军。
    竞技体育中心持续展开运动队训练
工作，虽处特殊时期，依然坚持训练”
不打烊“，积极”走出去“参加14项省市
级、国家级体育竞赛，收获团体奖项
22个，个人奖项20个。

➽➽ 竞技热度·再夺冠！体育运动队收获42项荣誉！ 续写赛场华章，展现竞技能力

  一盏酒



    9月，700余名师生在2.3公里跑步
中为健康启航。学院层面展开“健康
1小时”主题活动，累计11659人次
参与，书院层面展开“坚韧跑”累积
参与跑者7000余名，运动时长达
455000小时、运动里程突破
3412500公里，相当于完成7000多
个马拉松跑。

2020年青春健康跑启动新
学年“学生体质健康提升工程”

    10月由高水平教练指导比赛。
构建“学院-校级”梯度化的竞赛
体系；通过现场信息发布会、赛
事实况直播，满足学生的观赛需
求；通过“掷球”仪式，强化竞
赛仪式感、培育体育精神。

“阳光杯”系列赛事
实现专业化、梯度化发展

    11月在“运动健康月”之际，以
“运动燃‘启’快乐”主题，面向
全校同学举办“户外三走挑战赛”、
“攀岩比赛”、“羽毛球”比赛等，
促进全民参与、持续提升校园运动
氛围、推动学校体育活动发展。

运动健康月燃“启”快乐

  12月，修订并发布《学生体育运
动俱乐部管理办法（试行）》，规
范“体育俱乐部”管理，制定“赛
会制”竞赛机制，尝试培养体育俱
乐部职业经理人，探索“竞技体育
与商科教育”融合发展路径。

“俱乐部杯”进入俱乐
部联赛模式

➽➽ 竞技热度·体育竞赛火力全开，展现竞技体育阳光拼搏风貌 创新形式，持续发展

  一盏酒



    11月3日-18日，2020年秋季田
径运动会顺利举行。本次运动会首
次以“线上+线下”形式展开，在传统
竞赛项目基础上，设置了13个线上
项目，吸引了3000余名师生参与，
展现出蓬勃的运动生机与良好的体
育氛围。

2020年秋季田径运动会

  走进书院，每周1-2期。校
Twinkle啦啦操排舞队策划“移通校
园青年排舞广场舞”推广活动。本
次活动以“丰富课余生活，增进体
质健康”为目的，至今已开展12期，
累计1000余名同学参与。

校园排舞广场舞推广活动

   10月中下旬， 为推动书院文化多
样化发展，增强书院学子体育健康
精神。书院部联合竞技体育中心特
举办“第三届书院社区体育文化
节”，设计20余项趣味体育项目，
鼓励更多的同学们走出宿舍，积极
参与体育运动锻炼。

第三届书院社区体育文化节
    10月大数据与软件学院、12月
数信学院，分别以班团形式展开活
动，2014名新生以班级为单位，组
建63个代表队，展开16个体质健康
项目的角逐。
     通过活动促进了全民健康运动，
发扬了竞技体育精神，提高了新生
身体素质，增强了班级凝聚力。

首届新生体质健康、广播
体操运动会

➽➽ 运动热度·特色品牌运动，推进学生体质健康提升工程  社区体育文化节

  一盏酒



∎ ★ ∎  创新形式·专题沙龙进书院促发展

∎ ★ ∎  建立机制·研讨会走进示范（共建）单位

∎ ★ ∎  沉淀力量·“双百计划”建智库推动赛事发展

  一盏茶

——“机制沉淀”助力体育发展



u     10月18日和11月17日，根据完满教育委员会工
作安排，竞技体育中心在前期调研基础上，由高
水平教练李游、体质测试中心高丽君教师分别走
进书院进行了以《如何提升校队招新效率》和
《如何提高学生体质测试成绩》的主题“完满沙
龙”。

u     12月14日和15日，由竞技体育中心体育活动部
和拓展训练部，展开《户外运动急救处理》和
《如何参与体育活动》两个专题研讨。解决了基
层体育工作中的困难点和疑惑点，得到了各学院
的体育工作指导教师、辅导员及学生的高度评价。

➽➽ 创新形式·专题沙龙进书院促发展

完满沙龙，深入书院，答疑解惑

  一盏茶



u     11月6日，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为加强各二
级学院体育队伍建设研讨会暨竞技体育示范单位
建设交流会于智能工程学院207会议室开展。

u     会议上了解了竞技体育示范学院（智能工程学
院）建设工作开展情况，通过了《关于加强重庆
邮电大学移通学院体育代表队建设的指导意见》，
促进了我校竞技体育的持续发展。

u     会议最后，校长助理李文豹以三个“注重”作
出总结。一要注重体育队伍建设和体育氛围的营
造；二要注重发挥学院主观能动性，加强校院“一
体化”建设。；三要注重体育显性与隐性育人价值
相结合。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热爱的人做
热爱的事，进而不断促进我校竞技体育持续发展。

➽➽ 建立机制·研讨会走进示范（共建）单位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一盏茶



u     “双百计划”以培养优秀的学生裁判员
（教练员）服务于各级体育赛事、“反哺”
基层体育活动为目标。

u     在竞技体育中心高水平教练和专业教师
指导下，面向全校同学展开5期“双百计划”
体育专项技能提升班，累计突破600余人
次参与。通过“双百”持续拓展竞技体育平
台，在“运动员”之外，丰富同学们的参与
选择。

➽➽ 沉淀力量·“双百计划”建立智库推动赛事发展

储备人才、提升技能

  一盏茶



  一盏汤

——“关照教师”拓展体育新局

∎ ★ ∎  价值融合·“体育+公益”点燃未来的力量

∎ ★ ∎  焦点融合·健康讲堂解密生活“焦虑点”

∎ ★ ∎  平台融合·师生共促身心健康



➽➽ 首届少儿公益体育训练营

点燃希望火苗传承运动力量

  汇完满

“体育+公益”，为“移通家人”助力、加油！

体育运动·公益助力儿童成长
       在我校完满教育的理念指引下，竞技体育中
心联合校工会，面向全校教职工子女开办“少儿
公益体育训练营（冬季）”和“2+N”公益赋能项目
（素质拓展）。
        训练营共展开3期，参与师生达350余人次，
后续将推出“+公益”系列活动。同时活动有深远意
义:通过科学合理的体育训练，培养孩子们运动兴
趣,提高身体素质,从小养成体育运动的习惯,同时
为孩子们的“小升初”体育考试打下坚实的基础。    



➽➽ 健康知识解密生活“焦点”

预防运动损伤 关注饮食健康

  汇完满

“科学锻炼+健康饮食”，为“移通人健康”助力、加油！

书院讲坛·提升健康生活品质
       为普及运动锻炼方法、传递健康生活理念，
促进同学们掌握自我保护技巧、学会健康饮食。
12月，竞技体育中心根据同学们调研需求，在体
质健康月以“健身人群的膳食营养”和“大学生运动
与健康”为主题展开2期健康知识专题讲堂。
       本次活动邀请到“健康讲师”胡寄洲、张高阳，
在爱莲书院多功能影音室，为180余名具有“共需”
的同学们答疑解惑。通过活动有效的解答了同学
们最关注的“运动损伤”和“健康进食”的焦点问题。



➽➽ 一会三赛·师生共促身心健康

运动无你我  锻炼促健
康

  汇完满

“赛事+锻炼”，为“移通教师”助力、加油！

完满路上·师生共同成长

    完满之路上，不仅有师生“共膳日”和集体“生日
会”，更有“师生共与”的运动“汇”。
    2020秋季田径运动会中搭建“师生竞技平台”、
组织教职工攀岩挑战赛、教职工足球交流赛、教
职工羽毛球比赛…… 在田径赛道、在足球场、在
攀岩场，充满激情和热情的校园，师生同聚运动
场，在比赛种不断交流、强化身体锻炼，一起掀
起移通er的运动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