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举办 2021 年生命科学学院党团知识竞赛的通知
各班级、学生机构：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进一步加强我院师生对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团的艰苦作风等
优良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展示我校学生面对疫情影响克服困
难、奋发向上、积极学习的良好精神面貌，我院共青团委员会组
织部将组织开展 2021 年党团知识竞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喜迎百年华诞，传承党团光荣，争做时代先锋
二、活动时间
初赛： 3 月 22 日 12：00-3 月 23 日 12：00（初定）
决赛： 4 月 10 日 14：00-16：30（初定）
三、活动地点
初赛：易班 app 线上答题
决赛：青年活动中心（初定）
四、活动对象
生命科学学院全体成员
五、主办部门
共青团生命科学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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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内容
《中国共产党党章》、建党一百周年光辉历程、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系列讲话精神、《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章程》等内容。
七、活动前期
（一）宣传工作
1.为了让我院师生了解此次活动的目的和内容，得到更好的
活动效果，我部将提前以微信的方式通知各班团支书关于此次活
动的相关事项，并由各班团支书在班级积极宣传此次活动，同时
也通过微信公众号、易班等多种自媒体向全校师生进行宣传。
（二）提前申请青年活动中心（初定）
（三）提前购买好活动准备物资
（四）提前到现场排练，确保比赛能顺利进行
八、活动安排
初赛：在易班上以线上考试的形式进行，答题时间为 30 分钟，
每人独立完成一份试卷，且只有一次考试机会。题型是单项选择
题、多选题、判断题，100 分制，时间为 30 分钟，违规或作弊取
消考试成绩。
决赛：按初赛成绩从 2018、2019、2020 级中选取 12 名，并
抽签分成 ABCD 四组，以小组竞赛形式进行。
决赛流程：
（一）主持人宣布活动开始与比赛纪律
（二）全体起立，奏团歌，宣读团誓
（三）开场：主持人开场白，介绍出席的领导和嘉宾
（四）各组成员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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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赛环节：
第一环节：知识大 pk
第二环节：精彩重现
第三环节：猜歌王
第四环节：观众互动
第五环节：“九”宫格
第六环节：“疫”战到底
（六）评委总结及为获奖队伍颁奖
（七）合影留念
（初赛、决赛题目以共青团生命科学学院委员会下发的参考
资料为主）
九、附注
（一）工作人员不得参加本次活动。
（二）参加本次活动可加 2 分综测分，进入决赛可加 4 分综
测分。
十、活动负责人联系方式
罗颖诗：15813643582
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共青团生命科学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所有。
附件一：生命科学学院 2021 年党团知识竞赛决赛具体流程
附件二：生命科学学院 2021 年党团知识竞赛决赛规则
附件三：生命科学学院 2021 年党团知识竞赛活动预算
附件四：生命科学学院 2021 年党团知识竞赛工作人员安排表
共青团生命科学学院委员会组织部（代章）
2021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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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生命科学学院 2021 年党团知识竞赛决赛具体流程
一、 2：00 嘉宾、参赛选手、观众等陆续进场
二、 2：30 决赛正式开始，主持人宣布活动开始与竞赛纪律
1.参赛队员不得携带任何与竞赛相关的资料进行比赛
2.参赛选手答题必须在规定时间以内完成
3.非参赛队员不得给予任何提示，否则扣除该组的所有成绩。
三、 2：35 全体起立，奏团歌，宣读团誓
四、 2：45 开场：主持人开场白，介绍出席的领导和嘉宾
五、 2：55 各组成员自我介绍
六、 3：00 主持人介绍赛程及比赛规则
七、 3：10-3：30 进行比赛第一环节
八、 3：30-3：50 进行比赛第二环节
九、 3：50-4：00 进行比赛第三环节
十、 4：00-4：10 进行第四环节观众互动
十一、 4：10-4：40 进行比赛第五环节
十二、 4：40-5：00 进行比赛第六环节
十三、 5：00-5：05 比赛结束，请参赛人员有序移步观众席等候
十四、 5：05-5：25 嘉宾对本次比赛作讲话，同时工作人员计分，评
委讲话完毕即可进行颁奖环节
十五、 合影留念
十六、 活动结束，请各位嘉宾、参赛人员和观众有序离场，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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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收拾会场。

附件二：
生命科学学院 2021 年党团知识竞赛决赛规则

比赛项目

负责人

环节介绍

评分规则

第一环节：

汤曜瑕

本环节为必答环节。本环节共 5

每道题 2 分，答

知识大 pk

（时长约
15 分钟）

轮，每轮设有 4 道题。比赛开始，

对得分，答错得 0

每支队伍依次派一名选手回答。

分。

第二环节：

钟昊霖

本环节为抢答环节，全体成员观

每道题 2 分，答

精彩重现

（时长约
15 分钟）

看指定视频，主持人会根据视频

对得分，答错得 0

内容进行提问，由参赛选手进行

分。

抢答（每段视频提问三题）。

比赛环节

第三环节：

梁婧虹

本环节为抢答环节，播放音乐，

每道题 2 分，答

猜歌王

（时间约
10 分钟）

在此过程中各小组进行抢答。

对得分，答错得 0

全体工作
人员

1.互动一：观看视频回答问题

第四环节：
观众互动

分。

2.互动二：听歌识曲

答对问题和猜对
歌名都可获得精
美小礼品一份

第五环节：
“九”宫
格

庄晓珠、詹
思彬

本环节为必答环节。比赛开始前

该环节的比赛第

（约 25 分
钟）

各小组派一个人抽取答题的顺

一名和第二名胜

序，黑板上画有 5x5 的 25 宫格，

出后比赛结束。

每个小组按照答题顺序答题，主

每轮的第一名可

持人读题，同时会给选手纸质版

得 8 分，第二名 6

题目阅题，答对占 1 格，率先连

分，其余小组得 0

成一条线（3 格）的小组获胜。

分。

如果答不出或答错，则格子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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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标记。（若比赛时间短，出现
一轮比赛得不出胜负，则由主持
人宣布开启新一轮游戏；若一轮
比赛时间过长，则宣布本环节结
束）
第六环节：

黄楚

本环节为必答环节。每组推选出

难（6 分）中（4

“疫”战到
底

（时长约
15 分钟）

一位同学答题，答题的难度梯度

分）易（2 分），

分为:难（多选）、中（单选）、

答对得分，答错

易（判断）。该同学可自行选择

得 0 分（其中多

难度系数的题来答，期间有两次

选题答案答多答

向组员寻求救援机会（另加 15

少都不得分）。

秒），代表一旦答错则换下一组
答题，每一组至多可连答六道
题。答题轮数视情况而定。

总分 = 第一环节+第二环节+第三环节+第五环节+第六环节
根据总分成绩排名，得出最后获奖名次：
一等奖：荣誉证书+充电宝；
二等奖：荣誉证书+定制帆布包；
三等奖：荣誉证书+小风扇；
优秀奖：荣誉证书+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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