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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庆祝建国七十周年 

全校师生合唱比赛的通知 
 

各院级工会：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深刻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集中展示浙大师生斗志昂扬、奋发有为、蓬勃向上的新时代

精神风貌，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经研究，决定举办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庆祝建国七

十周年全校师生合唱比赛。 

一、活动目的 

唱响主旋律、讴歌新时代，把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美妙

的歌声中，唱出激情、唱出力量、唱出团结、唱出干劲，营

造奋发向上的氛围，激励广大师生以更加高昂的斗志，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为扎根中国大地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

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汇聚磅礴力量。 



二、活动主题 

我和我的祖国 

三、主办单位 

校工会 

四、协办单位 

党委宣传部、公共体育与艺术部、校团委 

五、组织机构及职责 

成立大赛组委会，负责合唱比赛的各项工作。 

组委会成员单位：校工会、党委宣传部、公共体育与艺术部、

校团委，办公室设在校工会。 

六、参赛方式 

（一）参赛代表队以院级工会为单位组队参赛。 

（二）每个参赛队组成人员不能少于 50 人，最多不能超

过 80 人，男女比例不限，学生不超过总人数的 50%。 

（三）教职工人数不足 50 人，且没有学生的单位，参赛

人数可以少于 50 人，但必须达到本单位教职工人数的 70%以

上，并报组委会审核。 

七、参赛要求 

（一）比赛形式：大合唱。每支参赛队演唱两首歌曲，

演唱时间限时8分钟，参赛曲目等信息由各参赛单位填写“合

唱比赛实施方案（详见附件二），于 4月 20 前上报校工会。 

（二）参赛人员必须是本单位教职工（本学院的学生），

若聘请不属于本单位的师生，一经查实取消比赛成绩。 



（三）参赛队可以聘请专业人员担任艺术指导。指挥应

以本单位师生为主，确需聘请，一个指挥只能指挥一个单位

（本单位指挥加 0.02 分）。 

（四）各院级工会要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广大师生参赛，

确保参与面广，本单位领导不应少于 2名参与（缺 1名，扣

0.5 分）。 

八、参赛歌曲 

各参赛队演唱两首歌曲，一首是必唱歌曲《我和我的祖

国》，另一首可以在组委会推荐的歌曲目录中选取（详见附

件三）。曲目允许改编，也可以另选其他歌曲，但必须符合

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九、赛程安排 

（一）比赛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进行。 

（二）预赛阶段：所有参赛队混合抽签、分若干组进行

预赛；比赛时统一评分，按院系组、综合组分别计分；依据

比赛成绩，院系组、综合组各取若干名进入决赛。 

（三）决赛阶段：所有进入决赛的队伍混合抽签确定上

场顺序；比赛时统一评分，按院系组、综合组分别计分；依

据各参赛队得分的排列顺序确定院系组、综合组比赛奖励奖

项。 

十、比赛奖项设置 

比赛设特等奖、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同时设最佳

表演奖、最佳组织奖。校工会将对获奖单位给予一定的精神



和物质奖励。 

十一、比赛工作时间安排 

有关合唱比赛工作的时间安排，详见附件一。 

十二、联系方式 

合唱实施方案报送至 wangh@zju.edu.cn，联系人：王晗，

电话 87952763。 

十三：其他 

合唱比赛的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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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合唱比赛工作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 工作内容 活动地点 

3 月 20 日  印发通知（发至各院级工会） 

4 月 20 前  报送合唱比赛实施方案（附件二） 

5 月 24 日 15:00 
领队会议（分组抽签、

公布比赛规则） 

校工会 

会议室 

6 月 11 日 

 

09:00-17:00 上午自行走台;下午彩排 紫金港 

小剧场 18:30 预赛（第一组） 

6 月 12 日 

 

09:00-17:00 上午自行走台;下午彩排 紫金港 

小剧场 18:30 预赛（第二组） 

6 月 13 日 

 

09:00-17:00 上午自行走台;下午彩排 紫金港 

小剧场 18:30 预赛（第三组） 

6 月 15 日  公布成绩 校工会网站

9 月 20 日 15:00 领队会议（抽签） 
校工会 

会议室 

9 月 27 日 
13:30-17:00 彩排 紫金港 

小剧场 18:30 决赛、颁奖仪式 

 

 

 

 

 

 

 

 

 



附件二：  

 
庆祝建国七十周年师生大合唱比赛方案 

 

参赛单位：（盖章） 

 

 

参赛歌曲（任选）：（非推荐目录曲目请附歌词） 

 

 

 

 

 

参赛人数：   （人） 

 

在职教职工：  （人）        在校学生：（人） 

 

参加比赛的单位领导：        （位）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担任本次比赛的指挥：           （本单位师生、外聘） 

 

伴奏形式：（钢琴、乐队、伴奏带等） 

 

 

 



 

附件三： 

庆祝建国七十周年合唱比赛推荐目录 
1  《不忘初心》    20  《我爱你中国》 

2  《新的天地》  21  《英雄赞歌》 

3  《美丽中国梦》  22  《延安颂》 

4  《走向复兴》  23  《祝酒歌》 

5  《天耀中华》  24  《祖国，永远祝福您》 

6  《为了谁》  25  《在太行山上》 

7  《大中国》  26  《在希望的田野上》    

8  《多情的土地》  27  《南泥湾》 

9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28  《怀念战友》 

10  《同一首歌》  29  《红旗飘飘》 

11  《歌唱祖国》  30  《走进新时代》 

12  《春天的故事》  31  《为祖国干杯》 

13  《东方之珠》  32  《松花江上》 

14  《爱我中华》  33  《红军不怕远征难》 

15  《今天是你的生日》  34  《过雪山草地》 

16  《东方红》  35  《好日子》 

17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3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8  《团结就是力量》  37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19  《我的祖国》  38  《游击队歌》 



39  《十送红军》    55  《党啊亲爱的妈妈》 

40  《保卫黄河》  56  《唱支山歌给党听》 

41  《解放军军歌》  57  《歌声与微笑》 

42  《毕业歌》  58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43  《洪湖水浪打浪》  59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44  《红梅赞》     60  《我的中国心》 

45  《我们走在大路上》  61  《我是一个兵》 

46  《五月的鲜花》  62  《祝福祖国》 

47  《难忘今宵》  63  《共和国之恋》 

48  《娘子军连歌》  64  《祖国不会忘记》 

49  《情深谊长》  65  《在中国的大地上》 

50  《长江之歌》  66  《中国大舞台》 

51  《鼓浪屿之波》  67  《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不落》 

52  《打靶归来》  68  《我爱祖国的蓝天》 

53  《一二三四歌》  69  《祖国，慈祥的母亲》 

54  《大海啊故乡》  70  《浙江大学校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