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２０２３ 年全国和美乡村广场舞大赛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一)指导单位

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

(二)主办单位

中国农民体育协会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天津市乡村振兴局)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天津市体育局

江苏省体育局

浙江省体育局

河南省体育局

湖北省体育局

信阳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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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办单位

天津市农民体育协会

江苏省农民体育协会

浙江省农民体育协会

河南省农民体育协会

湖北省农民体育协会

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新县人民政府

二、赛程安排

(一)分站赛(３—６ 月):设天津市(启动仪式)、江苏省、浙江

省、湖北省 ４ 站分站赛ꎮ 分站赛由各承办地自行印发规程ꎬ并组织

本省(市)内队伍参赛ꎮ

(二)总决赛(６ 月):在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举办(具体时间、地

点详见补充通知)ꎮ

三、竞赛项目

(一)分站赛由各承办地自定比赛曲目ꎬ须以歌颂中国共产

党、歌颂祖国ꎬ宣传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主要内容ꎮ

(二)总决赛进行规定和自选套路两项比赛ꎬ须以歌颂中国共

产党、歌颂祖国ꎬ宣传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主要内容ꎮ 规定套

路为第四套“健在乡村”健身广场舞ꎻ自选套路须围绕以体育健身

为目的ꎬ展示新农村、新农民积极向上精神风貌的自编、自创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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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ꎬ曲目风格不限ꎬ不包含国家体育总局推出的广场舞和中国农民

体育协会创编的“健在乡村”健身广场舞的套路内容ꎮ

四、运动员资格及要求

(一)各参赛队员须来自同一乡镇ꎬ或同一农民合作社、农业

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ꎮ

(二)除农业行业协会会员单位职工、农业企业职工外的队员

应为居住地在乡镇以下的农民群众ꎮ

(三)参赛运动员年龄在 １８—６５ 周岁之间(１９５８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间出生)ꎮ

(四)专业(职业)舞蹈演员一律不得参加比赛ꎬ一经发现ꎬ取

消该队参赛资格ꎮ

(五)运动员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居民身份证和二级

以上医院体检身体健康合格证明ꎮ

(六)同一运动员不得代表两个单位参加比赛ꎮ

(七)经资格审查部门核准符合条件者ꎮ

五、参赛办法

(一)分站赛

分站赛由各承办地自行组织本省(市)内队伍参赛ꎮ

(二)总决赛

１. 以省(区、市)为单位组队参赛ꎬ每省限报 １ 队ꎬ参赛队员 １３

人ꎬ包含领队 １ 人ꎬ运动员 １２ 人(含教练 １ 人)ꎬ其中男运动员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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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２ 人ꎮ

２. 比赛设青年组和中老年组(任选一组参赛):

青 年 组:１８—４０ 周岁(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间出生)ꎮ

中老年组:４１—６５ 周岁(１９８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间出生)

３. 规定套路为必选项目ꎬ规定、自选套路各报 １ 支曲目参赛ꎬ

自选套路整套动作时限 ３'３０"至 ４'３０" ꎮ

４. 赛前预备会上ꎬ须向组委会提交自选套路音乐(提交 Ｕ 盘ꎬ

音乐为 １２８Ｋ 以上 ＭＰ３ 格式ꎬ文件须注明曲目名称、参赛单位、队

伍名称)ꎮ

５. 规定动作音乐由大会统一播放ꎬ不接收代表队提供的音乐

(视频详见附件 ４)ꎮ

６. 比赛时请运动员携带本人正式居民身份证ꎬ供赛前检录时

进行资格审查ꎮ

７. 参赛运动员须在赛前由组队单位或自行购买意外伤害保

险ꎮ 如未购买ꎬ在比赛途中及赛区发生的意外伤害ꎬ由组队单位和

参赛者承担相关责任ꎮ

８. 所有参赛人员须对自己比赛期间身体健康及食宿、出行安

全负责ꎬ自备口罩及个人防护用品ꎬ组委会不承担由此发生意外的

责任ꎮ 比赛期间组委会仅提供基本医疗服务ꎬ救护、伤病、恢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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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用自理ꎮ

９. 所有参赛人员要认真阅读«全国农民体育赛事安全责任承

诺书»(附件 ５)所有条款并签字ꎬ由各代表队领队统一审核后ꎬ交

大会报到处ꎮ

１０. 各参赛队报名时需提交 ３００—５００ 字的文字简介(本队伍

在该乡镇、村组织开展健身活动情况、队史、特点、相关照片和参赛

获奖情况等)ꎮ

１１. 开幕式上所有参赛队集体展演“火红的萨日朗”ꎮ

１２. 参赛队伍着装须统一且美观大方ꎬ符合广场舞特点ꎮ

１３. 动作设计遵循健康和安全原则ꎬ不做违规性危险动作ꎮ

六、竞赛办法

(一)评分规则:

参照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全国广场舞竞赛规

则»(２０１８ 年 １ 月第 １ 版)ꎬ成套动作采用 １００ 分制ꎮ

(二)赛制:

１. 分站赛:比赛采用现场打分ꎬ根据得分排列名次ꎮ 每站分站

赛海选出 １ 支队伍进入总决赛ꎮ

２. 总决赛:各省(区、市)从青年组和中老年组中任选一组参

赛ꎮ 比赛采用一次性决赛制ꎬ出场顺序采用抽签决定ꎬ裁判现场评

分ꎬ根据成绩高低排定名次ꎮ 团体总分成绩即规定套路＋自选套

路成绩之和(参赛队需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方可参与团体总分奖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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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ꎮ

七、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１. 分站赛:由各承办地自行组织报名工作ꎮ

２. 总决赛: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统一用电子表格形

式(ｗｏｒｄ 版)填写«２０２３ 年全国和美乡村广场舞大赛竞赛项目报名

表»(附件 １)«２０２３ 年全国和美乡村广场舞大赛运动队简介» (附

件 ２)«全国和美乡村广场舞优秀指导员简介»(附件 ３)ꎬ连同加盖

省级农民体育协会和二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公章的 ＰＤＦ 版文件ꎬ

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前报送中国农民体育协会(联系人:宋泽淼ꎬ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９１９６１７５ꎻ邮箱:ｎｍｔｘｙｗｂ＠ １２６. ｃｏｍ)ꎬ苏州原色体

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宇ꎬ联系电话:１５０６２００７５９１ꎬ邮

箱:ｆａｉｒｙ. ｗａｎｇｙ＠ ｆｏｘｍａｉｌ. ｃｏｍ )ꎮ

(二)报到

详见补充通知ꎮ

八、奖励办法

(一)分站赛:

由各承办地自行确定奖励办法ꎮ

(二)总决赛:

１. 各单项按成绩录取一、二、三等奖给予奖励ꎬ颁发牌匾ꎮ

２. 团体成绩录取一、二、三等奖给予奖励ꎬ颁发奖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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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优秀组织奖” “最佳创编奖” “最佳

表演奖”“全国和美乡村广场舞优秀指导员奖”ꎬ颁发牌匾和证书ꎮ

“全国和美乡村广场舞优秀指导员奖”由各代表队申报ꎬ组委会统

一评选ꎬ每队限申报一人ꎬ须在报名同时提交«全国和美乡村广场

舞优秀指导员简介»(附件 ３)ꎮ

九、仲裁办法

根据本次大赛的工作需要ꎬ大赛设仲裁委员会ꎬ执行«全国农

民体育赛事仲裁委员会工作办法»ꎮ

十、裁判人员

裁判组设裁判长、副裁判长、编排长和裁判员若干ꎮ 分站赛裁

判由各承办地选派ꎬ总决赛主要裁判由中国农民体协负责选调ꎬ其

余裁判由河南省农民体育协会协调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选

调ꎮ

十一、其它

(一)参赛运动队须统一着装出席开、闭幕式ꎮ 因故不能出

席ꎬ需经主办单位批准ꎮ 无故不参加的队伍将取消“体育道德风

尚奖”“优秀组织奖”“最佳创编奖” “最佳表演奖” “全国和美乡村

广场舞优秀指导员奖”等奖项的评选资格ꎮ

(二)各参赛队须自行购买意外伤害保险ꎬ报到时签署«全国

农民体育赛事安全责任承诺书»(附件 ５)ꎬ否则不予参赛ꎮ 大赛期

间因参赛者身体原因所导致的一切后果ꎬ均由组队单位和参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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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负责ꎮ

十二、未尽事宜ꎬ另行通知ꎮ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归中国农民体育协会ꎮ

附件:１. ２０２３ 年全国和美乡村广场舞大赛竞赛项目报名表

２. ２０２３ 年全国和美乡村广场舞大赛运动队简介

３. 全国和美乡村广场舞优秀指导员简介

４. 第四套“健在乡村”健身广场舞视频(二维码)

５. 全国农民体育赛事安全责任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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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全国和美乡村广场舞大赛竞赛项目报名表 

省（区、市）：               领队（男、女）：        电话：                     规定套路名称： 
队名：                                            自选套路名称：          时长： 

 
  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正式身份证号码 户籍（县、乡、村）职业 备注 

1.        教练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注：1.请用电子表格形式填写；2.加盖省级农民体协公章； 3.队名为乡镇、村、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名称；4.请在备注中明确本队教练人员。 
 医务单位（章） 参赛单位（章）    年  月   



 

 

附件 2 

 

2023 年全国和美乡村广场舞大赛运动队简介 
 

省（区、市）：             队名： 

运动队简介 

 

本队伍在该乡镇、村组织开展健身活动情况、队史、特点、相关照片和参赛

获奖情况等（300—500 字）。 

 

 

 

 

 

 

 

 

 

 

 

 

  



 

 

附件 3 
 

全国和美乡村广场舞优秀指导员简介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资质等级  队    名  

联系 

电话 
 单  位

及职务
 

广场舞指导员在基层一线为农民群众进行公益技术指导、活动组织、知识传

授、获奖荣誉等情况的简介（200—300 字）。 

 

 

 

 

 

 

 

 

 

 

 

 

 

 

 

 

 

 

 

 

 

 

 

  



 

 

附件 4 

 

第四套“健在乡村”健身广场舞视频（二维码） 
 

 

     
  不忘初心          道拉基        火红的萨日朗  

    
这里是新疆          万  疆        阿瓦人民唱新歌 

 
 

  



 

附件 5 

全国农民体育赛事安全责任承诺书 
 

本队及全体队员自愿报名参加2023年全国和美乡村农民广场舞

大赛并同意签署本责任承诺书。对以下内容已认真阅读，全面理解

且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义务： 

一、代表队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关要求、确保活动安全

有序前提下选派队员，并在风险防范上措施完备有效，已为参赛队

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二、代表队队员自觉遵守本次赛事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

队员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出现意外或身体不适，将立刻报告会务组

并终止参赛活动。 

三、代表队队员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任何身体不适

或疾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疾病、

心肌炎、其他心脏病、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血糖过高或过

低及其它不适合体育运动的疾病），经二级医院体检证明确认自己

的健康状况良好。因此，队员声明可以正常参加本次赛事活动。 

四、在赛事活动期间，若发生意外，或毁损赛场及设施等情况，

由代表队或相关队员承担现场急救治疗的相关费用和赔偿责任。 

五、如有违反以上承诺，愿承担相应风险和责任，愿意接受合

法、合规处理。 

 

代表队名称：                      领队签名： 

运动员签名：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   月   日 



　 抄报: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
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