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广州市青少年 

创新思维大赛 

 

长期题题目 

 

2017.10.15 

 



1 
 

Problem No.1 Triathlon Travels  

长期题 1、交通工具类：铁人三项之旅 适合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 

------------------------------------------------------------------------------------------------------------ 

简介 

    铁人三项不仅考验技巧，还包括毅力、团队合作以及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耳熟吗？这正是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

所崇尚的。这次的铁人三项赛题将涉及所有这些甚至更

多。 

A.问题 

    各就各位„„预备„„跑！ 

在这次的问题中，参赛队将制造一辆独创的车辆并在一场铁人三项赛中行驶它。参赛队

员将乘坐他们独特的车辆，在一场有趣的演示中完成多个赛项的竞争。车辆将尝试在“冰壶

运动”中得分，在“长矛比武”时精准击倒目标，以及进行“轨道行驶”——从两个方向上

完成一段路径的导航行驶。在铁人三项赛期间，车辆将会改变外观。所有这些动作都将发生

在参赛队创作的表演中，并包括一名现场评论员和一名教练，他们描述车辆的行驶，在各个

赛项间让观众娱乐。 

    问题的创造性重点是：主题表演，车辆及其完成铁人三项赛的工程性，各赛项间的娱乐

节目。 

    问题的精神是：参赛队执行的解题方案，其中包括车辆，由至少一个参赛队员驾驶它，

并试图在三个不同的项目“冰壶运动”、“长矛比武”、“轨道行驶”上得分。为了描绘这个铁

人三项比赛，参赛队将展示一场包括车辆旅行和外观变化的表演。此外，比赛项目间会有娱

乐节目，现场评论员角色和教练角色。 

B.限制条件 

1.一般规则：查阅 2017 年《广州市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活动手册》。该《活动手册》每

年都会更新，包括解决本题的基本限制条件和比赛所需表格。若不查阅《活动手册》中的规

则部分，该问题将无法解答。 

    2．问题澄清：《活动手册》说明了需要澄清问题的类型。2017 年 12 月 1 日前，大赛组

委会可能在网上发布问题澄清。因此要不断查阅。 

    3．比赛时间限制为 8 分钟。计时裁判说“开始”，解题开始。8 分钟包括赛场布置、风

格表演和解题。 

    4．成本限制为 1000 元人民币，解题所需的材料，包括风格表演，不得超出这个成本限

制，《活动手册》中解释了成本限制，并且列出了不计入成本的物品。 

5．参赛队原创的表演包括： 

a.一辆能坐人的参加铁人三项赛的车辆 

b.车辆行进并尝试在“冰壶运动”、“长矛比武”、“轨道行驶”上得分 

    c．车辆改变外貌 

    d．两个赛项间的娱乐节目 

    e．一个教练角色和一个现场评论员角色。 

    6．车辆 

    a．必须是参赛队原创的，这辆车的结构、形式、推进和转向的结合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b．允许包含商业生产的零件 

c．完成三个赛项的必须是同一辆车，在不为得分而行驶时，它允许被修改。 

    d．行驶过程中，不得使用交流电 

    e．必须有一名或多名参赛队员坐在车辆上驾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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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在为了铁人三项比赛项目得分而行驶时，车辆必须是独立的，这样才有资格得分。车

辆的动力源和推进系统都来自于其本身的设计和驾驶者。 

    g．车辆必须安全，不能对比赛场地、裁判、参赛队及观众造成损坏或伤害，这包括了

所有用于比赛评分的部件。 

    7．车辆行驶： 

    a．车辆必须完全放入 1.5 米×0.9 米的出发区内。当时间开始时，它必须朝着它将行驶

的方向，不允许把它的尾部或者侧面朝向它将行驶的方向。 

    b．在车辆完全行驶出出发区后，才能改变它或者增添部件。 

    c．只有当维修车辆时，车辆才能由不骑在其上并由其支撑的参赛队员进行移动。不由

驾驶员控制是不允许行驶的。 

    d．为了符合乘坐车辆的要求，参赛队员必须完全由车辆支撑并与车辆一同移动。当车

辆停止行驶时，队员可以在任意时间上下车。 

    e．参赛队可以添加物品来帮助车辆成功地完成项目。当它们被用于尝试完成某一个项

目时，它们必须与车辆的其余部分相连。 

    f．乘坐在车上的队员可以操纵和控制车辆的部件，帮助它完成项目并得分。 

    g．三个赛项可按任意顺序进行尝试完成。任何时候都可能进行额外的尝试，但是每一

次对某赛项的新尝试都会消除该赛项的当前得分。允许参赛队询问评委是否成功地完成了某

个赛项。 

    h．在行驶路径上，不得放置任何东西来引导车辆。 

    8．车辆将行驶并试图在三个赛项中得分（见图一）。允许进行多次尝试，但每个赛项只

能获得一个分数。这三个项目是： 

    a．冰壶运动——要求至少两名参赛队员乘坐在车辆上，并操纵一个部件沿着赛道扫球

并让球停在得分区：规则如下： 

    (1)球由参赛队提供。它不需要是圆的。一旦它出了红线，它就不能以任何方式被遥控。 

    (2)车辆必须始终在标记出的冰壶赛道外行驶。部件允许延伸进入冰壶赛道。 

    (3)由车辆上的部件推动进行扫球并引导球沿着赛道前进。只有扫球部件才能与球接触。

它不需要是扫帚或与清扫有关的实际工具。 

    (4)从黄色起始线后开始扫球。在球到达红色的线前必须持续扫球。一旦球越过红线，

球必须自行移动并得分。当球过线后，不能进行任何帮助推动、引导或阻止球。 

    (5)当球停下来或球队停止尝试时，该次尝试结束。得分将根据球停下来的最高得分区

域来计算。 

    (6)球和扫球部件不允许对地板造成伤害或伤害任何人。 

    b．长矛比武——沿着冰壶赛道行驶时，车辆用一根 “长矛”击倒绿色靶子并把白色的

障碍物留在原位。规则如下： 

    (1)车辆上要有一个固定的部件作为一根枪，它将尽可能多地击倒绿色靶子（共 5 个），

而不撞倒任何白色的障碍物（共 4 个）。枪不得对地板造成损伤。 

    (2)由参赛队提供作为靶子和障碍物的物品。每个物品都必须能放入 0.15 米×0.15 米的

框内并至少高 0.3 米。 

    (3)车辆将从起始线后开始，整个过程中都必须行驶在赛道内。如果它离开了赛道，那

么这次尝试就结束了。在尝试过程中，车辆的部件允许延伸出赛道外。 

    (4)在尝试过程中车辆必须始终行驶着。一旦车辆停下，那么尝试就结束。 

    (5)在一次尝试中，只能通过车辆的行驶来操纵长矛。允许一名乘坐在车辆上的队员把

长矛放在适当的位置。在车辆越过起始线后，如果参赛队员移动或调整了长矛的位置，那么

该次尝试就结束了。允许在两次尝试间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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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当尝试结束后，出现以下情况： 

    (a)如果没有绿色靶子被击倒，参赛队应进行另一次尝试。 

    (b)如果有任一白色障碍物被撞倒，这次尝试将不得分。参赛队应该重置绿色靶子和白

色障碍物，然后再试一次。 

    (c)如果一些绿色靶子被击倒，所有的白色障碍物仍然存在，参赛队可以进行更多的尝试

来增加得分。但是，如果将来的所有尝试都有白色障碍物被撞倒，参赛队将失去所有的得分。

允许重置靶子和障碍物并继续尝试。 

    (d)参赛队不允许移动任一绿色靶子或白色障碍物，除非重新开始。 

  c．轨道行驶——车辆从起始线后出发穿过终点线，然后车辆反向行驶经过相同的路线并

在此穿过起始线。规则如下： 

    (1)锥体间距为 2 米。场地布置不允许更改。参赛队必须提供 3 个作为锥体的物品。每

个物品都必须能放入 0.3 米×0.3 米的框内并至少高 0.45 米。参赛队的责任是确保车辆向任

一方向行驶前，锥体已经就位。 

    (2)车辆必须在锥体之间迂回行进。它可以从第一个锥体的左边或右边开始通过。车辆

随后必须从下一个锥体的另一边通过，以此类推。 

    (3)地板上有标记指示出当车辆到达时锥体必须放在哪里。如果一个锥体被移出了位置

但没有被撞倒，允许将它放回原位，并允许继续进行尝试。如果一个锥体被撞倒，它必须被

放回原位，并且这次尝试结束。 

    (4)在行驶路径上，不得放置任何东西来引导车辆。 

    (5)如果车辆完全越过终点线，车辆必须完全停下并且仍旧保持朝前。然后它必须反向

行进。车辆在返回起始线之前，不允许改变行驶方向。 

    (6)只有当回程在同一次尝试中有成功的前进旅行时，这次回程才会被算作有效得分。 

    9．车辆外观的变化 

    a．可以采用参赛队期望的任何方式。这个变化意味着对表演产生影响而不只是为了不

同的项目简单地修改车辆。 

    b．必须发生在尝试完成某一赛项之后 

    c．必须在车辆行驶中发生，且不是在尝试完成铁人三项的赛项期间。任何在尝试完成

赛项期间或车辆静止时发生的外观变化都将在对外观变化进行评分时不被考虑。 

    d．必须是裁判和观众显而易见的。 

    10．赛项间的娱乐节目 

    a．必须在任意两个项目的尝试之间发生一次。 

    b．可以是任何参赛队希望的内容，包括车辆的演出。 

    c．必须是裁判和观众显而易见的。 

    11．教练和现场评论员的角色： 

    a.必须由一个或多个参赛队员扮演，但必须是两个独立的角色。 

    b．将有助于解释在表演中车辆发生了什么： 

    (1)教练将解释车辆发生了什么。 

    (2)现场评论员将解释铁人三项之旅期间发生的活动。 

    12．参赛队应该向准备区裁判提交四份解题明细表，表格仅供裁判评分时参考。表格必

须包括： 

    a．参赛队的名称、编号、赛题和组别。 

    b．项目发生的顺序。 

    c．推进系统的简要介绍。 

    d．赛项间娱乐节目的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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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教练和现场评论员的角色简短描述 

    f．参赛队将用怎样的信号提示整个表演已经结束。 

     

C.赛场布置和竞赛 

    1．比赛区域至少有 9 米×6 米，包括一个 1.5 米×0.9 米的出发区。裁判会引导参赛队

将车辆放置在出发区内。它必须能完全放入 1.5 米×0.9 米的标记好的出发区内。如果放不

下，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裁判将会给参赛队一次机会修正尺寸。 

2．对于所有三个赛项都有同一个标记出的起始线。还有各项目的标记赛道（见图 A）。 

 

3．车辆将尝试它的第一个项目。允许对这个项目进行多次额外的尝试或者开始另一个

项目的尝试。在任何时候都允许参赛队返回并驾驶车辆去进行之前曾尝试过的项目。参赛队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多次尝试，但每个项目只能获得一个分数，根据这个项目最后一次

尝试的结果评分。车辆外观的变化和娱乐节目可以在项目与项目间以任何顺序发生，可以是

在表演的同一时刻，也可以是不同时刻。 

    4．比赛场地提供一个三眼电源插座。如有需要，参赛队应自备延长线和适配器。 

    5．在比赛开始前 15 分钟，队员必须带齐所有道具到比赛区域报到。 

    6．在 8 分钟比赛时间结束时，计时员会宣布时间到，所有动作必须停止。参赛队可以

在未到 8 分钟时提前结束比赛，但是必须有信号向裁判示意。 

    7．参赛队应携带清洁用具以清洁场内所有脏物。如果参赛队安排清扫场地的时间不合

理或遗留下脏物，裁判将以违反运动道德予以扣分。非参赛队员也可以帮助参赛队清理场地

或搬运道具。必须将一个完好且清洁干燥的比赛场地留给下一个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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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计分 

1.表演的整体创造性„„„„„„„„„„„„„„„„„„„„„„„1～15 分 

2.表演的整体质量„„„„„„„„„„„„„„„„„„„„„„„„1～10 分 

3.车辆„„„„„„„„„„„„„„„„„„„„„„„„„„„„„6～30 分 

a.车辆的独创性(外观和结构)„„„„„„„„„„„„„„„2～10 分 

b.行驶时推进和转向功能的工程性„„„„„„„„„„„„„4～15 分 

c. 完全驶出出发区„„„„„„„„„„„„„„„„„„„0 或 5 分 

4.冰壶运动„„„„„„„„„„„„„„„„„„„„„„„„„„„2～25 分 

a.进行尝试的工程创新性„„„„„„„„„„„„„„„„2～10 分 

b.正确地扫球(符合线内和赛道的限制)„„„„„„„„„„„0 或 5 分 

c.球停留在目标区域„„„„„„„„„„„„„„„„„0、5 或 10 分 

5.长矛比武„„„„„„„„„„„„„„„„„„„„„„„„„„„„2～25 分 

a.击倒靶子的工程性„„„„„„„„„„„„„„„„„„„„2～10 分 

b.击倒绿色靶子(5 个靶子每击倒 1 个得 3 分) „„0、3、6、9、12 或 15 分 

6.轨道行驶„„„„„„„„„„„„„„„„„„„„„„„„„„„„2～25 分 

a.反向行驶的工程创新性„„„„„„„„„„„„„„„2～10 分 

b.完成前进路线„„„„„„„„„„„„„„„„„„„0 或 5 分 

c.完成反向行驶路线„„„„„„„„„„„„„„„„„0 或 10 分 

7.行驶中车辆外观的变化„„„„„„„„„„„„„„„„„„„„„„4～20 分 

a.外观变化前后的差异度„„„„„„„„„„„„„„„2～10 分 

b.表演中的有效性„„„„„„„„„„„„„„„„„„2～10 分 

8.赛项间的娱乐项目„„„„„„„„„„„„„„„„„„„„„„„„4～20 分 

a.如何与车辆或车辆活动融合„„„„„„„„„„„„„1～5 分 

b.独创性„„„„„„„„„„„„„„„„„„„„„„1～5 分 

c.表演中的效果„„„„„„„„„„„„„„„„„„„2～10 分 

9.现场评论员的角色„„„„„„„„„„„„„„„„„„„„„„„„3～15 分 

a.如何描述铁人三项之旅„„„„„„„„„„„„„„„1～5 分 

b.表演中的效果„„„„„„„„„„„„„„„„„„„2～10 分 

10.教练员的角色„„„„„„„„„„„„„„„„„„„„„„„„„„2～15 分 

a.如何解释车辆的动作„„„„„„„„„„„„„„„„1～5 分 

b.表演中的效果„„„„„„„„„„„„„„„„„„„1～10 分 

                              最高得分：200 分 

 

E.扣分 

（从百分化后的分数中扣除） 

1.违反问题精神（每次）„„„„„„„„„„„„„－1～－100 分 

2.违反运动道德的行为（每次）„„„„„„„„„„－1～－100 分 

3.队籍标志不正确或遗漏„„„„„„„„„„„„„－1～－15 分 

4.外部援助（每次）„„„„„„„„„„„„„„„－1～－100 分 

5.超过成本限制„„„„„„„„„„„„„„„„„－1～－100 分 

6.车辆无法完全放入出发区„„„„„„„„„„„„－10～－50 分 

遗漏赛题所要求的计分项目，除不得分外，不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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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风格 

（解题的详细说明填写在《活动手册》中的风格表上。） 

1.车辆装饰的艺术质量„„„„„„„„„„„„„„1～10 分 

2.现场评论员服装上带子(胶带、磁带)的创造性使用„„1～10 分 

3.自由选择„„„„„„„„„„„„„„„„„„„1～10 分 

4.自由选择„„„„„„„„„„„„„„„„„„„1～10 分 

5.以上四项在表演中的整体效果„„„„„„„„„„1～10 分 

最高得分：50 分 

 

G.赛场提供 

    1.一个 9 米×6 米的表演区(如可能，则大些)。其中有 1 个 1.5 米×0.9 米由胶带标记的

出发区和铁人三项场地。 

2.一个三眼电源插座。 

  3.一支裁判队伍和裁判工作所需的材料。 

*注意：询问场地具体信息例如：实际尺寸、地板表面等赛场具体情况，这些信息不能作为问题

澄清的内容。 

 

H.参赛队须提供 

    1.“冰壶运动”中的一个球；“长矛比武”的靶子和障碍物；“轨道行驶”的锥体。 

2.四份风格表复印件、一份成本表、一份外部援助表和参赛队全部的特殊问题澄清。 

    3.四份解题明细表，这份列表用于辅助裁判。如果参赛队未能提供此列表，不会被扣分。

但是，此列表可以帮助裁判评分，缺失情况下裁判可能遗漏记分点。 

    3.任何必须的接线板和转接器。 

    4.必要的清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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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No.2   Emoji， Speak for Yourself   

 长期题 2、工程技术类：让表情包说话  适合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 

----------------------------------------------------------------------------------------------- 

简介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我们试图交流的内容是相似的，但我们交流的方式在持续演变着。

从洞穴画到雕版印刷再到数字媒体，我们已经使用了图像

和语言来表达我们的理念和思想。随着新的词语和句子变

得流行，曾经的流行词语和句子终将被取代。表情符号依

然是一个交流的有效形式，但它们的风格和我们分享它们

的方式正在改变。今天，许多人使用文字短信和表情包来

表达他们正在思考的内容。这道题中，参赛队将使用表情

包来讲述另一个表情包的传记。 

 

A.问题 

  这是一个曾经著名的表情包后来被遗忘的故事。为了帮助讲述故事，参赛队将设计、创

建并使用三维表情包来展示一些特殊功能，比如成长、变成一个参赛队员，以及变成一个不

同的表情符号。参赛队将表演这个故事，其中要包括一段精心编排的舞蹈、一种发短信的技

术表现和增强表演效果的声音（音效）。纠结吗？就是不能用口头语言表达。 

    问题的创造性重点在于故事和表演，表情包的设计以及功能如何被加入到故事中，发短

信的技水表现，精心编排的舞蹈和增强表演效果的声音（音效）的使用方式。 

    问题的精神是参赛队创作一个曾经著名，但现在被遗忘的表情包的表演。参赛队将设计、

创建并操作可以用来完成表演动作的表情包。一个表情包将在尺寸上增大，另一个出现后将

变成一名参赛队员，还有一个将从一个表情包变成另一个表情包。参赛队原创解题方案的表

演必须包含一段精心编排的舞蹈，一个发短信的技术表现，以及用来渲染表演的非语言类声

音（音效）。表演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使用口头语言。 

 

B.限制条件 

1.一般规则：查阅 2017 年《广州市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活动手册》。 这本手册每年更

新并包含解题的重要规则以及一些竞赛所需要的表格。若不查阅《活动手册》中的规则部分，

本题将无法解答。 

    2．问题澄清：《活动手册》说明了需要澄清问题的类型。2017 年 12 月 1 日前，大赛组

委会可能在网上发布问题澄清。因此要不断查阅。 

    3．比赛时间限制为 8 分钟。这包括赛场布置、风格表演和解题。计时裁判说“计时开

始”，比赛开始，当参赛队给出表演结束信号或计时裁判说“时间到”时，比赛结束。 

    4．成本限制为 1000 元人民币，解题所需的材料，包括风格表演，不得超出这个成本限

制，《活动手册》中解释了成本限制并列出了不计入成本的物品。 

5. 参赛队将创作一个原创表演包括： 

a．一个曾经著名但现在被遗忘的表情。 

b．三个由参赛队设计和制造的故事讲述者表情包，用来帮助传达被遗忘的表情包的故

事。 

c．由故事讲述者表情包所呈现的三种必需功能。 

d．一段精心编排的舞蹈。 

e．一种发短信的技术表现。 

f．非语言的声音效果来增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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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个曾经著名但现在被遗忘的表情： 

a．可以是一直著名并按照参赛队所希望的任何方式被遗忘。 

b．允许在表演的过程中在外观上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参赛队被允许使用不同的艺术

媒介来创造在表演过程中出现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的表情。所有的版本必须具有可识别地

相似性。 

c．不可以是故事讲述者表情中的一个，并且其表演任何所要求的功能都不计分。 

7．三个故事讲述者表情： 

a．必须是参赛队可触及的创造物。 

b．必须是每个都不相同的三维立体物体。表演可以包含额外的不是所要求的三维立体

物表情。 

c．每一个必须完成一个不同的被要求的功能，以帮助讲述故事。额外的角色可以帮助

讲述故事，它们不需要完成所要求的功能。 

d．不允许由参赛队员穿着服装来扮演，除非当它转换成一个队员用来得分。然而，它

们可以被参赛队员搬运，操作或改变。 

e．不可以是被遗忘的表情。 

8．每一个故事讲述者表情将会表演一个不同的被要求的功能。这些功能是 

a．物理上的尺寸增大，该增大： 

 (1)对裁判和观众来说，必须在视觉上能被观察到，且显著。 

 (2)必须是单一的一个表情在一个或多个维度上变大（高，深和／或宽）. 

 (3)可以参赛队希望的任何形式来完成。 

 (4)可以在表演过程中的任何时候发生。表情包可以在任何时候在尺寸上持续改变，但

是它这样只会获得一次 D5a 的计分。 

b．变成一名参赛队员。这个转换： 

 (1)意图表现出这个故事讲述者表情作为一个故事中的角色变成活物。当这个角色变成

活物时，必须由一名参赛队员来扮演。 

 (2)将由一个所要求的表情从它尚未改变的外貌开始。 

 (3)要求全部或部分表情通过参赛队员来变成全部或部分穿戴服装，这是转变的一部

分。 

 (4)转变过程将被打分。 

c．变成一个不同的表情。故事讲述者表情改变： 

 (1)不算作两个故事讲述者表情。也就是说，这个变成了另一个不同表情的表情不能作

为完成其他任何所要求的任务来计分。 

 (2)必须是独立的。必须在没有任何事物被增加或附加上去来更改它的情况下改变。然

而，参赛队员被允许触发这个改变（比如轻击一个开关或推动一个按钮） 

 (3)将被用于示范故事中的一个改变。改变可以是参赛队希望的任何事情。 

9．表演中的声音（音效）： 

a．不允许是口头语言（任何形式的）。全部表演必须在没有语言或嗓音制造出的声音（歌

唱、呻吟、吹哨等）的情况下被呈现出来。然而，参赛队员被允许互相之间说话，只要这不

被认为是表演的一部分。比如，如果一名参赛队员给另一个参赛队员指令，并且这个对话或

声音不是用来增强表演的，这种情况不被扣分。这将由裁判来认定。 

b．可以在表演的过程中被创造，或是非语言的录音作为表演的背景声音（音效），或

者两者结合。 

10．精心设计的舞蹈： 

a．必须在 8 分钟比赛时间内的任何时候被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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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对裁判和观众来说必须是显而易见的。 

c．必须包含被遗忘的表情，其他角色可以包含在内。 

11．发短信的技术呈现： 

a．必须在视觉上可辨认出是在发短信。 

b．必须是由原创的机械方式产生出的书面信息。这个信息是以书面形式能被他人看见

的。除了字母和词语也可以包含图片。 

c．被允许使用《活动手册》一般规则中批准的能源来为机器或工具提供动力来完成任

务。 

12．参赛队应该向准备区裁判提交四份要求参赛队填写的解题明细表，表格仅供裁判评

分时参考。表格必须包括： 

a．参赛队的名称、编号、赛题和组别 

b．一份关于曾经著名但现在被遗忘的表情的简要说明。 

c．一份关于三个故事讲述者表情的简要说明，它们何时出现以及它们所执行的功能。 

d．一份关于故事改变，也就是由表情改变外貌变成一个不同表情的演示的简要说明。 

e．一份关于精心编排的舞蹈的简要说明。 

f．一份关于用于增强表演的声音（音效）的简要说明以及在何时在表演中被使用， 

g．一份关于发短信的技术表现的简要说明。 

h．参赛队表演结束时的示意信号。 

 

C.赛场布置和竞赛 

1.比赛区域最小为 3 米×4.5 米，如大些则更好。场地不画线。参赛队伍必须准备好在 3

米×4.5 米的场地中进行表演。如果场地允许，参赛队伍可以在 3 米×4.5 米的场地外进行表

演，和/或放置道具、装备等。如果 3 米×4.5 米的场地外可能引起队员跌倒，那么在离跌落

边缘 76 厘米处标出警示线，这仅作为警示，不是赛场边界。参赛队愿意的话，可以使用整

个空间来表演。 

  2.提供一个三眼电源插座，如有需要，参赛队应自带接线板和适配器。 

  3.参赛队应该带着解题所需要的所有物品，在规定比赛时间前 15 分钟到比赛区报到。 

  4.在 8 分钟比赛时间结束时，计时裁判会说“时间到”，参赛队必须停止比赛。参赛队

可以提前完成比赛，但结束时必须用信号向裁判示意。 

  5.参赛队应携带清洁用具以清扫场地。如果安排清扫场地的时间不合理或遗留下垃圾，

裁判将给予违反运动道德精神处罚。非参赛队员可以帮助参赛队清理场地或搬运道具。必须

将一个清洁干燥的比赛场地留给下一个参赛队。 

 

D.计分 

1.表演的整体创造性„„„„„„„„„„„„„„„„„„„„„„„1～20 分 

2.表演的质量„„„„„„„„„„„„„„„„„„„„„„„„„„1～20 分 

3.被遗忘的表情的独创性„„„„„„„„„„„„„„„„„„„„„2～10 分 

4.三个故事讲述者表情„„„„„„„„„„„„„„„„„„„„„„4～15 分 

a.他们不同的工程和设计„„„„„„„„1～5 分  

b.他们如何呈现出点子、情感或想法„„„„„3～10 分 

5.三个功能„„„„„„„„„„„„„„„„„„„„„„„„9～75 分 

a.尺寸增大„„„„„„„„„„„„„„„„„„„3～25 分 

(1).尺寸显著变大„„„„„„„„„„„0 或 5 分 

(2).工程设计的创造性„„„„„„„„„2～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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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众感染力„„„„„„„„„„„„1～10 分 

b.变成一名参赛队员„„„„„„„„„„„„„„„3～25 分 

(1).完成所要求的转换„„„„„„„„„0 或 5 分 

(2).表情如何变成服装一部分的创造性„„2～10 分 

(3).观众感染力„„„„„„„„„1～10 分 

c.变成另一个表情„„„„„„„„„„„„„„„„3～25 分 

(1).工程设计的创造性„„„„„„„„„2～10 分 

(2).展示故事中的一个变化„„„„„„„0 或 5 分 

(3).观众感染力„„„„„„„„„„„„1～10 分 

6.故事„„„„„„„„„„„„„„„„„„„„„„„„„„„2～15 分 

a.质量／追随故事情节的容易程度„„„„„„„„„1～5 分 

b.所要求的表情被使用的情况„„„„„„„„„„„1～10 分  

7.精心设计的舞蹈„„„„„„„„„„„„„„„„„„„„„„2～20 分 

a.包含被遗忘的表情„„„„„„„„„„„„„„„0 或 5 分 

b.舞蹈的创造„„„„„„„„„„„„„„„„„„1～5 分   

c.对表演的影响„„„„„„„„„„„„„„„„„1～10 分   

8.发短信的技术表现„„„„„„„„„„„„„„„„„„„„„2～15 分 

a.被用于传达一个信息„„„„„„„„„„„„„„0 或 5 分 

b.工程设计的原创性„„„„„„„„„„„„„„„2～10 分   

9.增强表演效果所使用的声音（音效）的原创性„„„„„„„„„1～10 分   

满分：200 分 

 

E.扣分（从百分化后的分数中扣除） 

1.违反问题精神（每次）„„„„„„„„„„„„„－1～－100 分 

2.违反运动道德的行为（每次）„„„„„„„„„„－1～－100 分 

3.队籍标志不正确或遗漏„„„„„„„„„„„„„－1～－15 分 

4.外部援助（每次）„„„„„„„„„„„„„„„－1～－100 分 

5.超过成本限制„„„„„„„„„„„„„„„„„－1～－100 分 

6.使用口头语言来增强表演（每次出现）„„„„„„－1～－15 分 

 

F.风格 

1.一种或多种材料在故事讲述者表情上的创造性使用„„1～10 分 

2.队籍标志如何看起来像一个电话的创造性„„„„„„1～10 分 

3.自由选择„„„„„„„„„„„„„„„„„„„„1～10 分 

4.自由选择„„„„„„„„„„„„„„„„„„„„1～10 分 

5.以上四项在表演中的整体效果„„„„„„„„„„„1～10 分 

最高得分：50 分 

 

G.赛场提供 

  1.一个 3 米×4.5 米的表演区域(如可能，则大些)。 

  2.一个三眼电源插座。 

  3.一支裁判队伍和裁判工作所需要的材料。 

*注意：诸如实际尺寸、地面等赛场具体情况，请与赛场主任联系。这些信息不能作为

问题澄清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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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参赛队须提供 

    1.四份风格表复印件，一份成本表，一份外部援助表和参赛队全部的特殊问题澄清。 

    2.四份参赛队解题明细表，列表有助于裁判打分。如果参赛队未能提供列表，不扣分，

然而，列表对于参赛队来说是有利的，因为没有列表，裁判们可能会错过表演中的一个打分

项目。 

    3.任何必须的接线板和转接器。 

    4.必要的清洁工具。 

I.词汇表 

观众感染力——正在发生的功能的娱乐价值。这是技术成果如何取悦和影响观众的程

度。它对评判观众的影响程度将会被计分。 

表情——许多种类的用来表达创意、情绪、观点等的数字图像，包括人脸表情、动物、

符号和物体。对这道题目来说，所要求表情必须是物体，不是图像。 

机械的——使用机器或加工工具来制造。 

艺术媒介——参赛队创造有形可触的被遗忘的表情所使用的材料。参赛队允许有不止一

种风格。材料可以用于创造不同风格，这些风格可以在不同时期在视觉上相似。 

讲述故事——提出事件、人物角色、行动与应对，来传达被遗忘的表情的一生中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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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No.3 Classics…Mockumentary!  Seriously?   

长期题 3、古典艺术类：古典„演绎经典的伪纪录片!  适合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 

------------------------------------------------------------------------------------------------------------ 

引言 

    嘲弄意味着戏弄或取笑。纪录片是一种提供事实 

记录或报告的呈现。将这两者放在一起，你会对人物

和事件产生一个有趣的、虚构的描述，这些人物和事

件看起来是真实的，而事实上却是虚假的，其用途只

是为了提供幽默，这就是伪纪录片形式节目。参赛队

将在一场演出中把一部伪纪录片形式节目与经典文学

相结合，这将是一个新与旧的结合。 

A.问题 

    同一个故事往往有两面性。在这道赛题中，角色并总是和他们在包含自己的经典故事中

所叙述的一致。参赛队将从一个列表中选出一个经典故事，并以幽默纪录片的表演风格来呈

现一些角色，该表演中添加、否定、夸大和辩论各种细节。另外，它还将有采访、幕后互动

和画外音，它们带着观众经历整个故事，并使得呈现的各类事件像“真正”发生的一样。 

    问题的创造性重点在表演上，对于所选择的经典故事的情节描绘，来自经典故事的角色

人物，一个见证人角色以及幕后互动。 

    问题精神是，参赛队创造和呈现一个原创表演，描绘一部讲述在列表中选择的经典故事

作为真实的人生经历的伪纪录片。他们将呈现原始的角色和故事情节，但是故事的细节将会

被夸大，否定以及辩论。作为伪纪录片形式节目演讲的一部分，来自故事中的两位角色将会

给予对各个细节的不同视角，而见证人角色将会描述什么是真正发生的：并且源自故事中的

角色将会在幕后进行互动。同样的，到时候也会有一个采访、经典故事的现场表演以及叙述

伪纪录片形式节目的画外音。 

B.限制条件 

    1．一般规则：查阅 2017 年《广州市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活动手册》。该《活动手册》

每年都会更新，包括解决本题的基本限制条件和比赛所需表格。若不查阅《活动手册》中的

规则部分，本题将无法解答。 

    2．问题澄清：《活动手册》说明了需要澄清问题的类型。2017 年 12 月 1 日前，大赛组

委会可能在网上发布问题澄清。因此要不断查阅。 

    3．比赛时间限制为 8 分钟。计时裁判说“开始”，解题开始。8 分钟包括赛场布置、风

格表演和解题。 

    4．成本限制 800 元人民币，解题所需的材料，包括风格表演，不得超出这个成本限制，

《活动手册》中解释了成本限制，并且列出了不计入成本的物品。 

    5．参赛队要创作一个原创表演，包括： 

    a．关于经典故事的伪纪录片形式节目 

    b．2 个经典角色 

    c．一个原创的见证人角色 

    d．源自经典故事的现场表演 

  e．幕后互动 

  f．采访 

    g．画外音 

    6．伪纪录片形式节目 

    a．该伪纪录片形式节目将会描绘一个经典故事，就好像那已经不是一部尽人皆知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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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而是由牵涉其中的人描述的一个真实故事。经典故事必须源于下方的列表： 

    (1)《格列佛游记》，（莱缪尔·格列佛的游记，游历世界上几个遥远的国家，分为四个

部分。原本是外科医生，后来成为了几艘船的船长）乔纳森·斯威夫特著； 

    (2)《爱丽丝梦游仙境》，刘易斯·卡罗尔著 

    (3)《霍比特人》，J.R.R 托尔金著； 

(4)《金银岛》，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5)《彼得潘》，（又称《一个不会长大的男孩》或《彼得和温迪》），J.M.巴里著； 

    (6)《夏洛的网》，E.B.怀特著； 

    (7)《西游记》，吴承恩著；  、 

    (8)《绿山墙的安妮》，L.M.蒙哥马利著； 

    b．必须反映经典故事的基本情节-它可以集中在所有或部分的经典故事情节。 

    c．可以设置在经典故事的任何时间段以及不同的环境设置。 

    d．将包括故事中的两个经典角色以及一个团队创建的见证人角色。 

    e．将会通过画外音、幕后动作、访谈以及现场表演来讲述。 

    f．必须现场表演。 

    7．2 个指定的经典角色： 

    a．必须是出现在列表 B6a 中挑选的原版经典故事中的角色。 

  b．允许通过任何方式来描绘两个经典角色。所选故事中的其他角色也可以出现，但是

他们将不会被考虑为评分中的所需经典人物。 

    c．两个经典角色在每个伪纪录片中要求的元素：采访、幕后互动以及现场演出中的某

一段时间内出现。经典角色不需要每时每刻都出现在这些伪纪录片要求的元素中。角色可以

一起出现，也可以分开出现。 

    d．两个角色将会争论关于经典故事的一个元素。每一个经典角色对参赛队所选择的故

事特定部分所发生的情节都有不同的回忆。 

    8．目击者角色： 

    a．必须是原创的，参赛队创作的角色。 

    b．必须符合《活动手册》中对于角色的定义，但不允许由穿着戏服的队员来描绘。 

    c．将被展现为其目睹经典人物所争论的故事的那部分。 

    d.将描述其目睹的那部分故事中真正发生了什么。这必须在伪纪录片节目中的幕后互动

或采访环节完成。 

  9．现场表演： 

    a．将描绘在伪纪录片节目中所呈现的经典故事中的情节和元素。环境设置、背景、戏

服依据经典故事中的真实情况出现，而不是参赛队对伪纪录片节目的想法。 

    b．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包含两名所选的经典角色，但也可以包含其他角色。 

  c．在某个时刻必须包括见证人角色，见证人将被看作是观察故事中经典人物争论的一

部分。它必须包含在表演角色中，但其不必在现场进行表演中（说话，行为等）。 

    10．采访： 

    a．必须包括与任何角色的至少一个提问以及一个或多个回答问题。 

    b．将包含回答问题的角色来揭露关于经典故事的信息 

    c．必须包含一个或多个所需经典角色的参与。采访期间，经典角色将提供故事的冲突

细节。这些角色不必出现在每一个采访场景中，并且其他非必需角色也允 

许出现。 

    11．幕后互动： 

    a．将通过揭示作者未写的活动来提供对于经典故事的一个新视角。可以讨论并辩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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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中的想法和主题。 

    b．必须包括一个或多个经典角色的参与，但是他们不必出现在所有的幕后互动中。 

    c．必须与通过现场表演描绘的经典故事有清晰可见的不同。参赛队可以通过任何方式

达成这一点，只要真实的纪录片不再上演。 

    d．不是团队成员间的互动。团队成员在工作中发生的活动不是伪纪录片形式节目的一

部分并且不计入幕后行动得分。 

    e．必须至少完成一次幕后互动才有资格获得分数。如果幕后互动完成了不止一次，那

么所有情况都在 D7 计分时纳入考虑。 

    12．画外音： 

    a．将在现场呈现，但是在呈现画外音时团队成员不能出现在伪纪录片形式节目中。 

    b．可以对伪纪录片形式节目提供叙述，并且其可出现在任何时间点。 

    13．参赛队应该向准备区裁判提交四份解题明细表复印件，表格仅供裁判评分时参考。

表格必须包括： 

    a．参赛队的名称、编号、赛题和组别。 

    b．从 B6a 列表中选择的经典故事。 

    c．关于 2 个指定的经典角色和他们在伪纪录片中争论的情节要素的简要描述或者参考

资料。 

    d．真实的经典故事将于何时在表演中发生。 

    e．关于目击者角色和在表演中何时他将说出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简短描述。 

  f．幕后互动发生时裁判和观众可以辨别的方式。 

    g．参赛队表演结束时的示意信号。 

 

C.赛场布置和竞赛 

1．比赛区域至少有 2.1 米×3 米，如可能，则大些，场地不画线。参赛队必须在 2.1 米

×3 米的场地内准备表演。如果场地允许，参赛队也可以在 2.1 米×3 米的场地外表演和／

或安放设备、道具等。如果 2.1 米×3 米的场地外可能引起队员跌倒，那么在离跌落边缘 76

厘米处标出警示线，该线仅作为提醒，而不是赛场边界。 

2．提供一个三眼电源插座，如有需要，参赛队应自带接线板和适配器。 

3．参赛队应该带着解题所需的所有物品和书面材料在比赛前 15 分钟到比赛区报到。 

4．参赛队应该在 8 分钟时限内完成解题。当参赛队解题结束后，必须用信号向裁判示

意。如果比赛超过了 8 分钟，参赛队将会受到处罚。比赛超过 1 分钟，计时裁判会让参赛队

停止比赛。 

5．参赛队应携带清洁用具以清扫场地。如果安排清扫场地的时间不合理或遗留下垃圾，

裁判将给予违反运动道德处罚。非参赛队员可以帮助参赛队清理场地或搬运道具。必须将一

个清洁干燥的比赛场地留给下一个参赛队。 

 

 

D.计分 

1.表演的整体创造性（原创性，效果）„„„„„„„„„„„„„„„„„1～20 分 

2.表演整体质量(声音、动作、台风)„„„„„„„„„„„„„„„„„„1～20 分 

3.伪纪录片„„„„„„„„„„„„„„„„„„„„„„„„„„„„9～35 分 

a.描绘列表中的经典故事„„„„„„„„„„„„„„„„0 或 5 分 

b.这部经典故事的基本情节描绘得如何„„„„„„„„„„4～15 分 

c.经典故事情节描绘方式的创造性„„„„„„„„„„„„5～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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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一个指定的经典角色„„„„„„„„„„„„„„„„„„„„„„„2～20 分 

a.展现伪纪录片所有要求的要素„„„„„„„„„„„„„0 或 5 分 

b.在伪纪录片中这个角色的创造性„„„„„„„„„„„„2～10 分 

c.在一些方面与真实角色相似（相貌，行为，对白）„„„„0 或 5 分 

5.第二个指定的经典角色„„„„„„„„„„„„„„„„„„„„„„„2～20 分 

a.展现伪纪录片所有要求的要素„„„„„„„„„„„„„0 或 5 分 

b.在伪纪录片中这个角色的创造性„„„„„„„„„„„„2～10 分 

c. 在一些方面与真实角色相似（相貌，行为，对白）„„„„0 或 5 分 

6.目击者„„„„„„„„„„„„„„„„„„„„„„„„„„„„„„3～20 分 

a.在现场表演过程中观察部分故事并描述真实发生了什么„„0 或 5 分 

b.角色的创造性„„„„„„„„„„„„„„„„„„„„1～5 分 

c.表演中的效果„„„„„„„„„„„„„„„„„„„„2～10 分 

7.幕后互动„„„„„„„„„„„„„„„„„„„„„„„„„„„„„4～20 分 

a.有发生„„„„„„„„„„„„„„„„„„„„„„0 或 5 分 

b.阐述经典情节方式的创造性„„„„„„„„„„„„„3～10 分 

c.与表演的融合度„„„„„„„„„„„„„„„„„„1～5 分 

8.采访„„„„„„„„„„„„„„„„„„„„„„„„„„„„„„„2～15 分 

a.有相互冲突的回答„„„„„„„„„„„„„„„„„0 或 5 分 

b.采访对观众的吸引力„„„„„„„„„„„„„„„„2～10 分 

9.画外音„„„„„„„„„„„„„„„„„„„„„„„„„„„„„„2～15 分 

a.在表演中呈现„„„„„„„„„„„„„„„„„„„0 或 5 分 

b.画外音的效果„„„„„„„„„„„„„„„„„„„2～10 分 

10.表演中整体的幽默效果„„„„„„„„„„„„„„„„„„„„„„5～15 分 

 

最高分：200 分 

 

E.扣分（从百分化后的分数中扣除） 

1.违反问题精神（每次）„„„„„„„„„„„„„－1～－100 分 

2.违反运动道德的行为（每次）„„„„„„„„„„－1～－100 分 

3.队籍标志不正确或遗漏„„„„„„„„„„„„„－1～－15 分 

4.外部援助（每次）„„„„„„„„„„„„„„„－1～－100 分 

5.超过成本限制„„„„„„„„„„„„„„„„„－1～－100 分 

6.超时：每超过 10 秒扣 5 分，不足 10 秒也扣 5 分。 

(如，超时 27 秒钟，扣 15 分) „„„„„„„„„„„最多扣 30 分 

遗漏赛题所要求的计分项目，除不得分外，不受处罚。 

 

F.风格 

1.呈现时间上变化的创造性„„„„„„„„„„„„1～10 分 

2.选择的经典故事中一项道具的艺术质量„„„„„„1～10 分 

3.自由选择„„„„„„„„„„„„„„„„„„„1～10 分 

4.自由选择„„„„„„„„„„„„„„„„„„„1～10 分 

5.以上四项在表演中的整体效果„„„„„„„„„„1～10 分 

最高得分：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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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赛场提供 

  1.一个 2.1 米×3 米的表演区域(如可能，则大些)。 

  2.一个三眼电源插座。 

  3.一支裁判队伍和裁判工作所需要的材料。 

*注意：诸如实际尺寸、地面等赛场具体情况，请与赛场主任联系。这些信息不能作为

问题澄清的内容。 

 

H.参赛队须提供 

    1.四份风格表复印件，一份成本表，一份外部援助表和参赛队全部的特殊问题澄清。 

    2.四份参赛队解题明细表。提供表格有助裁判评分。如果没有提交，也不处罚。然而，

有这些表格对于参赛队是有利的，因为没有它们，裁判可能会错过表演中的计分点。 

    3.任何必需的接线板和适配器。 

4.必要的清洁工具。 

 

I.词汇表 

    观众的吸引力——采访逗乐观众的程度。它的评分取决于它对评判的观众产生影响的程

度。 

    冲突细节——角色给出关于经典故事中相同情节元素相反的回忆，举个例子来说，身高

上巨大的差异、名望、财富、谁的责任等等。这些矛盾的细节，旨在展现夸大、否认、补充

增强伪纪录片。 

穿着戏服的队员——由参赛队员穿着衣服及配饰创作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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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No.4  Animal House   

长期题 4、建筑结构类：动物之家   适合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 

------------------------------------------------------------------------------------------------------------ 

                                  引言 

多年以来，我们数以万计的参赛队员，对

许多具有不同设计限制和需要使用独特测试方

法的结构进行了制作和测试。结构和重量承压

是参赛队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我们将这

些重要的元素与所有人都喜爱的东西结合起来

了：这就是动物！在表演过程中，结构将被装

饰成动物的外形。不要担心，在对这些结构进

行测试的过程中，没有“动物”会受伤！ 

 

A.问题 

    参赛队将设计并使用桐木制作出一个结构，它会被装饰成动物的样子。然后，参赛队将

用食物喂养这只动物。动物吃完后，它将会离开它的居住地。结构将支撑着这些食物并保持

在原地，然后对结构的强度进行测试。结构外观的改变，动物离开居住地的原因，结构的承

压测试，这些过程将被结合起来，并在一段由参赛队原创的表演中进行解释。 

    问题的创造性重点在于表演过程，装饰物如何改变结构的外观，让它看起来像一只动物；

以及如何给动物进行喂食。 

    问题的精神在于，参赛队要设计和使用桐木制作一个结构，参赛队可以选择使用胶水将

各个部件连接起来，并通过在其上施加重量来进行测试。参赛队将通过装饰这个结构把它塑

造成一个动物形象。在测试之前，这只“动物”将被由结构支撑着的参赛队制作的“食物”

来喂养。在测试过程中，动物的装饰将被拿下来，食物保留在结构内的同时，在结构上添加

尽量多的杠铃片进行测试。参赛队的解决方案将以一种原创的表演方式呈现，主题是解释结

构的变化、动物离开居住地的原因，以及进行承压测试 

 

B.限制条件 

    1．一般规则：查阅 2017 年《广州市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活动手册》。该手册每年更新

并包括了解题的重要限制条件和竞赛所需表格。若不查阅《活动手册》中的规则部分，本题

将无法正确解答。 

    2．问题澄清：《活动手册》说明了需要澄清问题的类型。2017 年 12 月 1 日前，大赛组

委会可能在网上发布问题澄清。因此要不断查阅。 

    3．比赛时间限制为 8 分钟。计时员宣布“开始”时开始计时。在 8 分钟时间里，参赛

队要完成赛场布置、风格表演及解题。 

    4．成本限制为 1000 元人民币。参赛队解题时所用的所有材料，包括风格表演，总费用

不能超过成本限制。《广州市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活动手册》中解释了成本限制并列出了不

计入成本的物品。 

    5．参赛队的解题要体现在一个原创的表演中，包括： 

    a．一个只能由桐木制成的测试结构。可以用胶水把桐木条粘合在一起。 

  b．通过放置重量对结构进行测试。 

    c．对结构进行动物造型的装饰。 

  d．参赛队制作的喂养食物。 

e．运用一个主题来解释结构的变化、动物离开居住地的原因以及重量承压。 

    6．结构： 

  a．必须只能由桐木以及用来连接桐木的胶水组成。胶水可以被使用，但只能用于将桐

木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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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重量不超过 15 克。 

  c．放置在测试装置底座上，在支撑承压板（见图 B）和一块杠铃片时，高度最小为 20.32

厘米。用来达到最小高度而不承受重量的延伸木条是不允许的。 

    d．必须是一个由参赛队员设计和制作的单一组

装物体，不能受外界的任何影响（见 B21）。所有桐

木条必须互相连接。 

    e．可以使用其他物品和／或装置来组装，但这

些物品必须在比赛称重前去除。 

    f．必须要有一个贯通整个结构高度的开口，可

以容纳一根直径为 5.1 厘米的安全管。因此，结构的

开口必须大于 5.1 厘米。开口将在称重区被检测。在

放置枉铃片过程中，安全管必须处在结构的开口中

(见图 A)。这包含当结构被塑造成一个动物形象，以

及支撑所需的食物时。 

 
    g．不允许用任何方法进行加固。也就是说，不能有任何东西添加到桐木上。在进行承

重测试之前，动物装饰必须被完全从结构中去除（不能有任何残留）。 

    h．在进行承重测试时需要支撑参赛队自制的“食物”。 

    7．用于结构制作的桐木： 

    a．必须只能是商业生产的桐木条，参赛队不允许使用其他任何类型的桐木。 

    b．参赛队收到木条时，木条的横截面必须是 0.32 厘米×0.32 厘米，长度至少是 0.91

米。参赛队不允许把尺寸过大的木头（宽度或厚度大于 0.32 厘米）通过切割达到横截面为

0.32 厘米×0.32 厘米的木条。 

    c．在木条的大部分长度上，横截面必须是 0.32 厘米×0.32 厘米。有些厂商切割木条时

会有不同，所以被允许的最大尺寸为 0.35 厘米，略微大于 0.32 厘米。用于制作结构的每一

根木条在测试时必须要有这个横截面。参赛队允许在小范围内进行打磨或切割木条，只要在

木条大部分的长度上横截面是 0.32 厘米×0.32 厘米。 

    d．除参赛队员外，其他人不能挑选木材。参赛队员可以从普通渠道获得木材，但其他

人不允许参与木材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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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必须由参赛队自行切割。唯一例外的是原始的木条已呈垂直地被切割了，如 B7b 和

B7c 所规定。 

    f．必须按原样使用。桐木不允许用任何方式被加固。例如：使用催速剂（促进剂）是

不被允许的。水、热空气以及冷空气不被认为是提升强度的原因。 

    8．如果结构中使用了胶水： 

    a．由制造商家提供的管状物、容器、盒子或说明书上的商标，必须印有胶水、环氧树

脂、结合剂或胶粘剂的字样。可以使用多种型号的胶水。 

    b．必须是从商店购买的。不能在胶水中加任何东西，也不能和其他东西混合，除非制

造商指定的由一起出售的材料组合而成的胶水。 

    c．必须只能用于将桐木条粘合成互相连接的单个结构。 

    9．涉及结构的测量、称重、检查木条、开放区(见图 A)和人为加固等事宜都发生在比赛

前的称重区。非称重区的裁判们可以将这些事宜反馈给称重区裁判。处罚可以在参赛队比赛

前和／或比赛后进行。 

    10．动物装饰： 

    a．参赛队可以使用他们想用的任何材料来制作并且在计时开始时被允许出现在结构上 

    b．不计算在结构的重量内 

    c．在将结构穿过安全杆并放置到测试装置上准备承重时，动物装饰必须出现在结构上。

直到结构支撑着三种所要求的食物之后动物才算被喂完。 

    d．在将承压板放置到结构上之前，动物必须离开它的“居住地”。这意味着所有动物的

装饰都要从结构上被移除。 

    e．将从以下的动物种类中，选择一种动物对该结构进行外形塑造。这些动物有：鲸、

熊、狗、猫、鸭、乌龟、鲨鱼、啄木鸟 

    11．三种需要喂的食物： 

    a．必须由参赛队制作完成。不能够使用在结构崩塌之后会造成比赛场地损坏的制作材

料。 

    b．制作出来的这些食物可以是相同的，也可以不同。 

    c．在允许开始测试之前，食物必须完全由结构支撑。 

    d．如果在测试承重前移除动物装饰的时候食物掉落，可以将其移回原位。在承重测试

开始后，就不允许再有任何移动。 

    e．不允许在承重时对结构承重起到帮助 

    f．如果当结构崩塌之后或者时间到后食物仍然被支撑在结构内，就会得到相应的分数。

只要食物不接触到测试装置的底座，比赛场地等等，食物就算被支撑。 

    12．表演的主题没有限制，但必须包含结构的变化，解释动物为什么离开居住地以及重

量承压。 

    13．在动物离开居住地之后，参赛队随时可以开始承重测试。在开始重量承压测试之前，

结构必须完全处于测试装置底座范围内，并且结构不能触碰测试装置的支柱。 

    14．参赛队必须使用由赛场主任提供的砝码（比赛中用杠铃片替代）和测试装置。这些

只能在放置杠铃片的正常过程中使用。例如，杠铃片不能用于风格表演，不能对测试装置进

行装饰等。 

    15．参赛队每次只能往结构上放置一块杠铃片。第一个重量必须是赛场主任提供的承压

板，它将计入总承重量中。 

    16．要求参赛队员小心地选择、提起、搬运和把杠铃片放置到结构上。在放置杠铃片时，

参赛队可以选择成年人帮助，但只适合小学组和初中组的如下情况： 

    a．成年人不能帮助参赛队选择往结构上放置的杠铃片。 

    b．小学组和初中组的参赛队可以决定他们是否需要成年人帮助。从参赛队选择好放置

的杠铃片到杠铃片被平稳放置到结构上之间，参赛队可以随时选择成年人的帮助。 

    c．小学组的参赛队在放置 10 公斤及以上的杠铃片时，可以由一名成年人帮助，但至少

有一名参赛队员同时放置。 

    d．初中组的参赛队在放置 20 公斤及以上的杠铃片时，可以由一名成年人帮助，但至

少有一名参赛队员同时放置。 



20 
 

    e．成年人只允许协助。如果裁判认定成年人参与了选择杠铃片，或者在放置杠铃片的

时候一名或多名参赛队员没有起到作用时，裁判会要求参赛队将杠铃片取下放回还未被使用

的杠铃片堆中再继续重量承压。 

    *只允许一名成年人（18 岁或更大）在比赛场地内帮助参赛队。成年人可以帮助一名或

多名参赛队员把杠铃片从地面提起或搬运到测试装置。同样，成年人还可以帮助一名或多名

参赛队员把杠铃片放置到结构上，不管他们是否已经帮助把杠铃片搬运到测试装置上。 

    17．如果参赛队员和裁判在安全区域内，在结构支撑重量、参赛队员的头低于承压板时，

他们必须戴上安全护目镜、塑料眼镜或由裁判认可的其他保护眼睛的东西。速条规则适用于

在安全区域的任何人(见 E12)。 

    18.一块杠铃片必须在队员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在杠铃片堆上保持 3 秒钟后才能计入承重

总重量。 

    19．如果杠铃片堆的高度达到安全管的顶端，参赛队必须在安全管上加一根延伸管。 

    20．参赛队应该向准备区裁判提交四份要求参赛队填写的解题明细表格复印件，表格仅

供裁判评分时参考。表格必须包括： 

    a．参赛队的名称、编号、赛题和组别。 

    b．从 B10 中所挑选的动物装饰。 

    c．动物是如何被喂养的以及结构如何支撑所要求的食物。 

  d．在表演过程中，结构的变化在何时会被做出解释。 

    e．在表演过程中，在 F2 中被打分的服装何时出现以及所用到的方法。 

    f．参赛队将使用什么信号来表示他们完成了他们的表演（承重在时间允许范围内可以

继续）。 

21．关于外部援助的提醒：所有的外部援助条例适用于此。参赛队员要负责一个原创的

设计以及制作一个原创结构。拍摄或参考其他参赛队的解题方法将被视作外部援助。 
 

C．赛场布置和竞赛 

    1．至少有一个 4.3 米×4.3 米的舞台或场地用于比赛，也可以要求更大些。赛场不划线。

参赛队必须准备在 4.3 米×4.3 米的场地表演，包括结构测试。如果场地容许，参赛队可以

在这个区域外表演，和／或放置器材、道具等。如果在 4.3 米×4.3 米的场地外有可能引起

参赛队员跌落危险的话，那么在距离跌落边缘 76 厘米处用胶带标出警示线。这只是用于提

醒，并不是边界。 

2．如果可能，测试装置将会放在结实的、水平的地板上。测试装置放在由胶带显示的

1.5 米×1.5 米安全区的中央。胶带线是用来提醒参赛队员，在接近测试装置时必须戴上安全

眼镜。参赛队员不允许移动测试装置。 

    3．按照比赛时刻表，参赛队至少要在比赛开始前提前 30 分钟带着未被装饰的结构到称

重区报到，并在那儿进行检测。部分协会可能会要求更早的报到时间。 

    4．如果结构没达到规定要求，称重区裁判在比赛开始前会尽量给参赛队提供机会修改，

使其达到要求或让队员提供另外的结构。通常情况下，修改应在比赛开始前 20 分钟完成。

如果结构在称重区检测结束前已达到要求，将不予扣分。 

    5．结构在称重、测量后，一名裁判会提供一个专用袋，参赛队自己将结构放入专用袋，

并保管在称重区。称重区的裁判会提供专用袋。参赛队直到比赛开始前 25 分钟才可以取回

它们。 

    6．裁判会在装有结构部件的专用袋外贴上称重检查单，在淮备区裁判发出准备开始命

令前，参赛队不得取走称重检查单。若称重检查单被移动过，专用袋被擅自变动过，或结构

被移动过，参赛队必须重新到称重区进行检查。根据情况，参赛队会因违反问题精神而受到

处罚。 

    7．参赛队员必须在规定的比赛时间前 20 分钟，带着所有的解题需要的物品到比赛场地

报到。参赛队允许在准备区裁判看过称重检查单之后将动物装饰放到结构上。但是，这个过

程不能延误准备区的进程，参赛队可能需要在他们表演的时间内完成这个过程。 

    8．在计时裁判说“开始”后，参赛队可以在任何时间把装饰好的结构放到测试装置上。

对于被装饰的结构与所选择的动物的相似性将在结构被放到测试装置上的时候根据结构的

外观进行打分。然后将食物放入，只要所有食物被结构支撑之后就可以移除动物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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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在“动物”被放到测试装置上，喂养完成并且动物离开居住地之后，参赛队可以对

结构进行调整。在安放承压板时，参赛队员可以继续接触结构。一旦参赛队往承压板上开始

放置杠铃片，那么任何人都不能接触结构。如果参赛队员想调整结构，他们必须移去所有杠

铃片。参赛队不需要移除承压板，但是如果需要他们也可以自行选择。参赛队在重新放置杠

铃片前，可以接触结构。 

    10．遇到以下情况承重测试结束： 

    a．承压板或结构的任何部分碰到测试装置的任一支柱。 

    b．结构的任何部分碰到除了测试装置底座的表面及承压板底部外的任何东西，裁判们

认为这是一种有助于支撑杠铃片堆的方法。 

    c．顶端的一块杠铃片靠在安全管上，裁判认为管子有助于支撑杠铃片堆。如果时间允

许，可以给参赛队一个机会，调整杠铃片，继续承重测试。 

    d．杠铃片堆高出整个安全管高度，包括延伸管。 

    e．参赛队提出想要终止承重。 

    11．参赛队有 8 分钟时间进行结构测试和展示表演。当裁判说“时间到”时，参赛队必

须停止所有的活动。或者参赛队可以发出一个信号来表示他们的表演结束了。 

    12．如果参赛队在结构毁坏后想继续表演，他们应该通知准备区裁判。如果参赛队在结

构崩塌之前完成了表演，并且已经给出了表演结束的信号，参赛队将被允许继续放置杠铃片，

直到发生 C10 或 C11 中任何一种情况。 

    13．参赛队应自带清洁工具清扫赛场。如果参赛队清理场地的时间过长，或清理后仍有

脏乱现象，裁判有权给予不符合运动道德行为的扣分。没列入参赛队名单的其他人可帮助清

理赛场和搬移参赛队的道具。必须将一个清洁干燥的比赛场地留给下一个参赛队。 

14．一个三眼的电源插座将被提供。如果需要，参赛队必须自行携带接线板以及适配器。 
 

D.计分 

1. 表演主题的整体创造性„„„„„„„„„„„„„„„„„„1～15 分 

2. 表演呈现的整体质量„„„„„„„„„„„„„„„„„„„1～15 分 

3. 承压的重量„„„„„„„„„„„„„„„„„„„„„„„1～100 分 

（在每个组别中，承压重量最高的参赛队将获得 100 分。所有其他的参赛队将根据所承压重

量的百分比获得成比例的分数。） 

4．动物„„„„„„„„„„„„„„„„„„„„„„„„„„2～20 分 

a．结构上有装饰物„„„„„„„„„0 或 5 分 

b．和所选择的动物的相似程度„„„„1～5 分 

c．建筑结构外观改变的创造性„„„„1～10 分 

5．对动物的喂养„„„„„„„„„„„„„„„„„„„„„„3～25 分 

a．完成重量测试后，所有食物仍被支撑着„„„„0 或 10 分 

b．如何将食物喂给动物的创造性„„„„„„„„1～5 分 

c．食物的艺术质量„„„„„„„„„„„„„„2～10 分 

6．以下几项是如何与表演相结合和增强表演效果的„„„„„„„6～25 分 

a．重量承压„„„„„„„„„„„„„„„„„2～10 分 

b．结构形象的改变„„„„„„„„„„„„„„2～5 分 

c. 对动物离开居住地的描述„„„„„„„„„„2～10 分 

                            最高得分：200 分 

 

E.扣分 

1．违反问题精神(每次) „„„„„„„„„„„„„„„„„－1～－100 分 

2．违反运动道德的行为(每次) „„„„„„„„„„„„„„„－1～－100 分 

3．队籍标志不正确或遗漏„„„„„„„„„„„„„„„„„一 1～一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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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部援助(每次) „„„„„„„„„„„„„„„„„„„„一 1～一 I00 分 

5．非参赛队员切割木条或用胶水粘„„„„„„„„„„„„„„承重分为 0 分 

6．超过成本限制„„„„„„„„„„„„„„„„„„„„„一 1～一 100 分 

7．人为加固结构„„„„„„„„„„„„„„„„„„„－5～承重分为 0 分 

8．结构没有支撑 3 种食物„„„„„„„„„„„„„„„„承重测试不能开始 

9．结构不符合规定并且在称重结束时未做修改： 

a．结构超重（重量由每个赛场提供的以克计量的官方天平决定）。任何重量大于 15 克的结

构，每超 0.1 克扣 5 分，直至超重 2 克。超过 2 克或更多（承重分为 0）。扣分不能超出承重

得分。 

b．木条超规定：任何横截面超过 0.32 厘米×0.32 厘米（0.33 厘米×0.33 厘米）的木条都属

超规格（如果木条不平整，而其余部分符合限制条件的不扣罚）承重分为 0 分 

c．结构没达高度： 

(1)少于 20.32 厘米但超过 20 厘米„„„„„„„一 50 分 

(2) 20 厘米或更少„„„„„„„„„„承重分为 0 分 

10．结构中的开口不能让直径为 5.1 厘米的圆柱通过整个高度„„„„承重分为 0 分 

11．结构中使用了除桐木或胶水以外的材料„„„„„„„„承重分为 0 分 

12．如果参赛队员在安全区域内，头低于承压板，没有戴护目镜，那么参赛队必须停止放置

杠铃片，直到参赛队员戴上护目镜。计时将继续。 

13．如果一个成年人挑选了一块杠铃片或在参赛队员没有参与下放置了杠铃片，这块杠铃片

不计入承重量。杠铃片可搬离，再以恰当方式安置杠铃片是计分的。赛场工作人员将警告参

赛队和成年人。如果在 2 次警告后继续这么做，那么每一次的发生要作外部援助处罚，每次

扣除 10 分。 

    如果扣分总和超出承重得分，这些扣分合计将被用承重分为 0 分来替代。 

遗漏题目所有要求的计分项目，除不得分外，不作处罚。 

 

F.风格 

1.队籍标志艺术设计的创造性„„„„„„„„„„„„1～10 分 

2.一名参赛队员服装的外观变化使用方法的创造性„„„1～10 分 

3.自由选择„„„„„„„„„„„„„„„„„„„„1～10 分 

4.自由选择„„„„„„„„„„„„„„„„„„„„1～10 分 

5.以上四项在表演中的整体效果„„„„„„„„„„„1～10 分 

最高得分：50 分 

 

G.赛场提供 

     在称重区： 

    a.一个以克计量的天平，精确度达到 0.1 克。 

    b.一个检测木料厚度的测微计或其他设备。 

    c.一个 5.1 厘米直径的圆柱测量装置。 

    d.一把精确的尺或仪器，能测量结构的尺寸。 

    e.一个存放参赛队结构袋子。 

    f.将称重检查单贴在袋子外面的胶带。 

    在每个赛场： 

a. 一个 4.3 米×4.3 米的比赛区域，能大些更好 

b.一个三眼电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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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测试装置和 1.5 米×1.5 米的用胶带标明的安全区域。 

    d.一根 12 英寸长的延伸安全管。 

    e.三副安全护目镜：一副裁判使用，两副参赛队员使用。 

    f.裁判队伍和裁判工作所需的材料。 

    g.至少有 200 公斤的杠铃片，从 5 公斤到 20 公斤的各种规格，每块杠铃片都有一个直

径为 5.1 厘米的孔。如队员需要更多的杠铃片，需在报名时说明。 

*注意：如果你想了解赛场的有关情况，如竞赛场地的范围、杠铃片的大小和总重量、

承压板的重量、登记程序、地面情况等，请与组委会进行联系。关于这些信息，不能成为问

题澄清的内容。 

 

H.参赛队须提供 

    1.四份风格表，一份成本表，一份外部援助表和参赛队的问题澄清表。 

2.四份解题明细表用来帮助裁判了解表演内容。如果队伍不提供解题明细表将不会被扣

分。但是，如果没有解题明细表，裁判有可能会在表演中错过某些打分项。 

3.护目镜或其他眼睛保护物。当然，参赛队可以使用赛场主任提供的两副护目镜。 

    4.任何必需的接线板或转接器。 

5.必要的清扫工具。 

 

I.词汇 

互相连接——用一些方法使它们附着在一起。部件可以用胶水粘合在一起。一个互相连

接的结构可以在任何接触点上被抓住、被举起、在任何方向上被旋转和保持完整的连接。木

条可以改变方向或位置，但它们必须像一个部件那样可以移动。单独接触不认为是互相连接 

 

预防措施 

●在近看结构承重时必须使用眼睛保护物，如面罩、安全眼镜、护目镜等。倒塌的结构

碎片会弹出几英尺远。 

●在承压板或杠铃片上放置杠铃片时当心手指。 

●时刻注意结构、测试装置和杠铃片堆，以防倒塌时受伤。 

●除非必要，否则不要站得太靠近结构、测试装置和杠铃片堆，以防不小心碰到。 

●使用一根安全管穿过杠铃片中央的孔，这有助于防止杠铃片堆倾倒。 

●比赛前杠铃片下面要垫胶合板或硬木板或体操垫，有助于防止损坏地板。 

●高级黏合剂使用时非常危险，有些黏合剂会散发出有毒气体，阅读并按照制造商说明

书上所有预防事项和指导去做。推荐使用无毒的模型飞机的木头黏合胶水，如使用了有毒胶

水，要采取适当措施，例如适当的通风并有成年人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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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No.5 A Stellar Hangout   

长期题 5、现代艺术类：星际大本营  适合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 

------------------------------------------------------------------------------------------------------------ 

简介 

正如大家所知，有着不同爱好、背景、口味

偏好乃至语言的人们，一旦有共同兴趣，就会很

好相处。除了食物、娱乐、财富，还有什么能把

人们聚到一起呢？这道题目中，参赛队在追寻太

空宝藏的过程中，把原创生物们聚集在一个星际

聚会大本营里，当这么多地球之外不同性格的生

物聚集在一起时，肯定会带来很多欢乐、趣味和

互动！ 

 

A.问题 

    在外太空，有个星际间的大本营，来自各个星系的各种不同生物在此停留、用餐、加油、

休息。到访这个大本营还有一个原因，探索太空宝藏。参赛队将基于这个大本营的活动，创

作一个幽默的表演，包括原创生物和食物、一个工人角色，创造性的娱乐环境，以及一幅未

来的地图。 

    本题创造性重点在于表演、星际聚会大本营、原创生物和食物、工人角色和未来地图。 

题目的精神在于，创造和呈现一个幽默的表演，展现一个星际大本营聚会场景，3 个原

创生物到访那里。在聚会中有原创的娱乐活动、参赛队制作的食物，一个工人角色，以及一

个从二维转化为三维的未来地图。2 个或以上的角色将讨论并且寻找太空宝藏。 

 

B.限制条件 

    1.一般规则：查阅 2017 年《广州市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活动手册》。该《活动手册》每

年都会更新，包括解决本题的基本限制条件和比赛所需表格。若不查阅《活动手册》中的规

则部分，该问题将无法解答。 

2．问题澄清：《活动手册》说明了需要澄清问题的类型。2017 年 12 月 1 日前，大赛组

委会可能在网上发布问题澄清。因此要不断查阅。 

3．比赛时间限制为 8 分钟．计时裁判说“开始”，比赛开始，8 分钟包括赛场布置、风

格表演和解题。 

    4．成本限制为 800 元人民币，解题所需的材料，包括风格表演，不得超出这个成本限

制，《活动手册》中解释了成本限制并列出了不计入成本的物品。 

    5．参赛队将创作一个包含星际大本营聚会的幽默原创表演包括： 

  a．食物 

  b．3 个原创生物 

    c．对太空宝藏的探索 

    d．1 个工人角色 

    e．娱乐活动 

    f．1 幅未来地图 

    6．星际大本营： 

    a．可以是参赛队希望的任何形式，但必须呈现为一个太空旅行者们的聚会场所 

    b．作为整体或部分表演的背景。其他背景也被允许，但在 B5a-f 中列明的要素必须在

大本营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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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在参赛队创作的标志上有一个自己的名称 

    d．必须包括被点的食物，“被食用”或被端上来 

    7．大本营里的食物 

    a．必须呈现为有形的、由参赛队制作的物品，且该物品不能是真的食物，也不能被食

用； 

    b.可以参赛队希望的任意形式在表演中呈现 

    c．可以任意数量展现，没有最低数量要求，食物将依据如何强化表演和创造性打分； 

    8．3 个原创生物 

    a．必须参考《活动手册》表述的角色呈现 

    b．不允许是同一星球的相同类型生物，它们来自的星球必须是原创的，互不相同，但

来自的星球不一定在表演中展现 

    c．至少有 1 个生物不是由参赛队员穿着服装道具来呈现的 

    d．可以不是人类，但必须有人类的性格特征 

    e．不允许是工人角色，如果是不会被打分 

    9．探索太空宝藏 

    a．将被不少于 2 个角色在大本营中出现的时候所讨论 

    b．可以是参赛队所希望的任何事物，但宝藏必须让裁判和观众知晓，太空宝藏的原创

性将被打分 

    10．工人角色 

    a．必须被扮演为来自地球的人类 

    b．必须呈现为星际大本营的雇员，具体工作岗位可以由参赛队任意选择 

    c．将与 3 个原创生物角色产生互动 

    11．娱乐活动 

    a．可以是参赛队希望的任意形式，如果有不同的娱乐活动呈现，都将算在 D8 的打分

中 

    b．必须是某种形式上的原创 

    c．必须发生在大本营中 

    d．必须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所需要的角色参与表演 

    12．未来地图 

    a．必须在大本营呈现且被裁判和观众看到 

    b．必须在大本营内从二维转化为三维地图，可以参赛队所希望的任何形式呈现 

    13．参赛队应该向准备区裁判提交四份要求参赛队填写的解题明细表复印件，表格仅供

裁判评分时参考。表格必须包括： 

    a．参赛队的名称、编号、赛题和组别 

    b．工人角色和 3 个原创生物的简要描述． 

    c．食物的名称和描述 

    d．娱乐活动的简要描述以及在表演中何时发生 

    e．表演中地图何时转化 

f．参赛队表演结束时的示意信号 

 

C.赛场布置和竞赛 

    1．比赛区域最小为 2.1 米×3 米，更大的区域则更理想，场地不画线。参赛队必须按照

2.1 米×3 米的场地准备表演以及放置道具和布景。如果空间允许，参赛队可以在该区域以

外表演，放置设备、道具等。如果在该区域以外可能引起队员跌倒，可以在离跌落边缘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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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处设警戒线，但这仅仅是警示，不是边界。 

    2．提供一个三眼电源插座，如有需要，参赛队应自带接线板和适配器。 

    3．参赛队应带着解题所需的所有道具在比赛开始前 15 分钟到达比赛区报到。 

    4．参赛队应该在 8 分钟内完成比赛，比赛结束时，必须向裁判示意。如果超时将被扣

分，计时裁判在超时 1 分钟后将会终止比赛。 

5．参赛队应携带清洁工具用以清扫场地。如果参赛队安排清扫场地的时间不合理或者

遗留下垃圾，裁判将给予违反运动道德的处罚。非参赛队员可以帮助参赛队清理场地或搬运

道具。必须把一个清洁干燥的比赛场地留给下一个参赛队。 

 

D.计分 

1. 表演的整体创造性„„„„„„„„„„„„„„„„„„1～20 分 

2. 表演的整体质量„„„„„„„„„„„„„„„„„„„1～15 分 

3. 星际聚会大本营„„„„„„„„„„„„„„„„„„„5～30 分 

a. 名字出现在标志上„„„„„„„„„„0 或 5 分 

b. 整体创造力（布置和概念）„„„„„„2～10 分 

c. 角色间互动的感染力„„„„„„„„„3～15 分 

4. 大本营的食物„„„„„„„„„„„„„„„„„„„„3～20 分 

a. 呈现并且可触„„„„„„„„„„„„0 或 5 分 

b. 创造力„„„„„„„„„„„„„„„2～10 分 

c. 对表演效果的提升„„„„„„„„„„1～5 分 

5. 3 个原创生物„„„„„„„„„„„„„„„„„„„„4～25 分 

a. 在 B8 的限制条件内呈现„„„„„„„„0 或 5 分 

b. 相互间的（外表、行为等）不同„„„„1～5 分 

c. 外表和行为的创造力（每个 1～5 分）„„3～15 分 

6. 探索太空宝藏„„„„„„„„„„„„„„„„„„„„3～20 分 

a. 被至少 2 个要求的角色讨论„„„„„„0 或 5 分 

b. 太空宝藏的原创性„„„„„„„„„„1～5 分 

c. 与主题的结合性„„„„„„„„„„„2～10 分 

7. 工人角色„„„„„„„„„„„„„„„„„„„„„„1～10 分 

a. 是在星际大本营的人类雇员„„„„„„0 或 5 分 

b. 工作岗位的创造力„„„„„„„„„„1～5 分 

c.每个答案的创造力(每个 1～5 分) „„„„3～15 分 

8. 娱乐活动„„„„„„„„„„„„„„„„„„„„„„3～20 分 

a. 在表演期间呈现„„„„„„„„„„„0 或 5 分 

b. 原创性„„„„„„„„„„„„„„„1～5 分 

c. 整体娱乐性„„„„„„„„„„„„„2～10 分 

9. 未来地图„„„„„„„„„„„„„„„„„„„„„„3～20 分 

a. 在大本营内从二维转化为三维„„„„„0 或 5 分 

b. 转化方式的创造力„„„„„„„„„„2～10 分 

c. 艺术质量„„„„„„„„„„„„„„1～5 分 

10 表演的幽默性„„„„„„„„„„„„„„„„„„„„4～20 分 

最高分：2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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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扣分（从百分化后的分数中扣除） 

1.违反问题精神（每次）„„„„„„„„„„„„„－1～－100 分 

2.违反运动道德的行为（每次）„„„„„„„„„„－1～－100 分 

3.队籍标志不正确或遗漏„„„„„„„„„„„„„－1～－15 分 

4.外部援助（每次）„„„„„„„„„„„„„„„－1～－100 分 

5.超过成本限制„„„„„„„„„„„„„„„„„－1～－100 分 

6.超时：每超过 10 秒扣 5 分(例如，超时 27 秒钟，扣 15 分)最多扣 30 分 

遗漏赛题所要求的计分项目，除不得分外，不受处罚。 

 

F.风格 

1.在工人角色的服装中材料的创造性使用„„„„„„1～10 分 

2.展示的食物的道具的创造性设计„„„„„„„„„1～10 分 

3.自由选择„„„„„„„„„„„„„„„„„„„1～10 分 

4.自由选择„„„„„„„„„„„„„„„„„„„1～10 分 

5.以上四项在表演中的整体效果„„„„„„„„„„1～10 分 

最高得分：50 分 

 

G.赛场提供 
  1.一个 2.1 米×3 米的表演区域(如可能，则大些)。 
  2.一个三眼电源插座。 

3.一支裁判队伍和裁判工作所需要的材料。 
 

H.参赛队须提供 
    1.四份风格表复印件，一份成本表，一份外部援助表和参赛队全部的特殊问题澄清表。 
    2.四份解题明细表。这些表格将有助于裁判，如果参赛队没有提供这些表格将不会被扣
分。但这些表格有利于参赛队，因为缺失情况下裁判可能漏掉计分点。 
    3.任何必须的接线板和转换器。 

4.必要的清洁工具。 
 

I.词汇表 

  二维——对于在此题目中的地图来说，任何看起来平面的、薄的地图，就是二维的呈现。 

  参赛队员穿着服装——参赛队员为了扮演一个角色而穿着的衣服（布料和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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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No.6： We're Cooking Now    Grades K-2 

长期题 6、幼儿创新类：我们正在烹饪 适合幼儿组（幼儿园至小学二年级） 

------------------------------------------------------------------------------------------------------------ 

引言 

    烹饪秀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流行的现象。厨师朱莉娅·查

尔德、巴比·福雷、戈登·拉姆齐通过烹饪秀节目将他们

的烹饪创意带给电视观众而一举成名。在这道题目中，参

赛队将创造自己的烹饪秀以及厨师，同时学习使用桐木建

造装置。观察当创造力融入团队精神去设计有趣的娱乐性

方案时会发生什么。 

 

A.问题 

    当参赛队设计自己的烹饪秀、让厨师在烹饪秀上为特邀嘉宾奉上原创又幽默的烹饪课

时，创造力就被激发起来了。烹饪秀在一个创意厨房里进行，厨房里有桐木装置用以支撑一

本菜谱、一个碗以及一个参赛队选择的物品。一个特邀嘉宾将拜访创意厨房，并在此向厨师

学习烹饪一种由团队描述的食物。表演还包括烹饪秀的名称、主题音乐，以及一个关于他们

正在烹饪的食物的故事。 

    问题的创造性重点是表演、主题音乐、桐木结构的设计，以及用来表示食物的材料。 

    问题的精神是参赛队创作并表演一个描述烹饪秀的原创剧。这个烹饪秀将塑造一个厨师

角色，厨师将准备一餐，为特邀嘉宾奉上如何烹饪这餐的幽默课程，以及一个关于正在烹饪

的食物的故事。参赛队还必须给烹饪秀一个名称，这是环境布置的一部分，以及为烹饪秀现

场表演的主题音乐。 

 

B.限制条件 

  1．若不查阅 2017 年《广州市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活动手册》中的活动规则，本题将无法

正确解答。本题没有问题澄清。 

  2．比赛时间限制为 8 分钟。当计时裁判说“开始”，解题开始。8 分钟包括赛场布置、风

格表演和解题。 

  3.成本限制为 800 元人民币。解题所需的材料，包括风格表演，不得超出这个成本限制。

《活动手册》解释了成本限制并列出了不计入成本的物品。 

  4.参赛队将创作一个原创剧，包括： 

  a．一个有主题音乐的烹饪秀。 

  b．一个上烹饪课的厨师。 

  c．一个向厨师学习烹饪课的特邀嘉宾。 

  d．一个创意厨房环境。 

  e．三个桐木结构。 

  f.参赛队创作并呈现的食物。 

  5．烹饪秀： 

  a．有一个原创的名称。这个名称必须是厨房环境布置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被裁判和观众

看到。 

  b．主题音乐在表演中至少出现两次，由参赛队员现场表演，不允许将录音作为主题音乐

的一部分。 

  c.在烹饪食物时展现一节烹饪课。课程和食物可以是参赛队想要的任何事物。这餐可以由

一盘或多盘食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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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标明课程的开始和结束。如果裁判没有认出课程的开始和结束是不会扣分的，但裁判可

能由于没看到课程的开始和结束而无法给课程评分。 

  e．包含一个关于正在烹饪的食物的故事，这个故事： 

  (1)可以在表演中的任何时间来讲述； 

  (2)必须是现场表演，不允许使用任何形式的录音。 

  6.厨师： 

  a．必须由一个或多个参赛队员来呈现。 

  b．将在节目中为特邀嘉宾讲解并演示如何烹饪一餐。烹饪课旨在让观众发笑。 

  7．特邀嘉宾： 

  a．可以是参赛队想要的任何事物。 

  b．必须由一个或多个参赛队员来呈现。 

  c．将在节目中以某种方式帮助厨师烹饪。 

  d．将证明自己已经学会了烹饪课。 

  8．创意厨房环境： 

  a．可以是参赛队想要的任何事物。 

  b．必须展现烹饪秀节目的名称。 

  c．是厨师上烹饪课并且进行烹饪制作的地方。 

  9．三个桐木结构： 

  a．只能用桐木制作。允许使用胶水进行部件连接。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允许使用。在结构

中使用的桐木: 

  (1)必须使用商业生产的桐木条。 

  (2)必须来自于 0.32 厘米×0.32 厘米的桐木条，当参赛队收到的时候至少有 0.91 米长。 

  b．当厨师给特邀嘉宾上烹饪课程时，必须协调并支撑以下项目： 

  (1)一个由参赛队创建的可在某个时间打开的菜谱。 

  (2)一个团队装饰的碗，直径至少为 15.2 厘米，高度至少为 5.1 厘米。 

  (3)参赛队的自由选择。可以是团队想要的任何事物。然而，它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在厨

房里将在表演中加以说明。 

  c．每个桐木结构只允许支撑一个项目。 

  10．参赛队创造并呈现的食物： 

  a．可以是参赛队想要的任何事物；但是，它们必须代表食材、饭菜、配菜或任何组合， 

  b．不允许包括真的食物。食物不允许被吃掉。 

  c．允许包括商业生产的零件。 

  d．必须包括在厨师的餐食中，是由配料组成的。 

  11．参赛队应向准备区裁判提交四份解题明细表，内容必须包括： 

  a．参赛队的名称、编号、赛题和组别。 

  b．简要描述厨师和特邀嘉宾。 

  c．演出何时将播放主题曲（两个实例）。 

  d．演出何时将展示食物的故事。 

  e．演出何时特邀嘉宾将上烹饪课。 

  f．由桐木结构支撑的参赛队的自由选择项目。 

  g．参赛队表演结束时的示意信号。 

 

C，赛场布置和竞赛 

    1．比赛区域至少有 2.1 米×3 米，场地可以大些，但不画线。参赛队必须在 2.1 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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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场地内表演。如果场地允许，参赛队可以在比赛区域以外表演和／或放置设备、道具等。

如果 2.1 米×3 米的场地外可能引起队员跌倒，那么在离跌落边缘 76 厘米处标出警示线，该

线仅作为提醒，并非赛场边界。 

  2．所有道具由参赛队自备。 

    3．参赛队员在准备区域候场，直到裁判说“比赛开始”方可入场。参赛队应该在 8 分

钟时限内完成解题。表演结束时，参赛队必须给出结束信号。超时将接受超时处罚。 

    4．拆除道具和清理场地可在比赛结束后进行。不在参赛队名单上的人员可以帮助参赛

队清理场地，搬移参赛队的道具。 

 

D.计分 

    1. 表演的整体创造性„„„„„„„„„„„„„„„„„„„„„„„„1～20 分 

    2. 表演的整体质量„„„„„„„„„„„„„„„„„„„„„„„„„1～15 分 

    3. 烹饪秀中的音乐„„„„„„„„„„„„„„„„„„„„„„„„„1～15 分 

    a. 主题音乐现场直播„„„„„„„„„„„„„„„„„„0，5 或 10 分 

    b. 声音产生的创造性„„„„„„„„„„„„„„„„„„„„„1～5 分 

    4. 厨师„„„„„„„„„„„„„„„„„„„„„„„„„„„„„„4～25 分 

    a. 烹饪时给特邀嘉宾上课„„„„„„„„„„„„„„„„„„„0 或 5 分 

    b. 烹饪和上课时的幽默感„„„„„„„„„„„„„„„„„„„2～10 分 

    c. 表演的效果„„„„„„„„„„„„„„„„„„„„„„„„ 2～10 分 

    5. 特邀嘉宾„„„„„„„„„„„„„„„„„„„„„„„„„„„„2～15 分 

    a. 证明自己学会了烹饪课„„„„„„„„„„„„„„„„„„„0 或 5 分 

    b. 表演的效果„„„„„„„„„„„„„„„„„„„„„„„„2～10 分 

    6. 厨房环境„„„„„„„„„„„„„„„„„„„„„„„„„„„„4～25 分 

    a. 展示烹饪秀的名称„„„„„„„„„„„„„„„„„„„„„0 或 5 分 

    b. 艺术质量„„„„„„„„„„„„„„„„„„„„„„„„„2～10 分 

    c. 创造性„„„„„„„„„„„„„„„„„„„„„„„„„„2～10 分 

    7. 三个必须的桐木结构„„„„„„„„„„„„„„„„„„„„7～70 分 

a. 承载菜谱的结构„„„„„„„„„„„„„„„„„„„„„„2～20 分 

  (1)菜谱被承载„„„„„„„„„„„„„„„„„„„„0 或 5 分 

  (2)结构设计的创造性„„„„„„„„„„„„„„„„„1～10 分 

  (3)这个项目与菜谱有多相似„„„„„„„„„„„„„„1～5 分 

b. 承载碗的结构„„„„„„„„„„„„„„„„„„„„„„„2～20 分 

  (1)碗被承载„„„„„„„„„„„„„„„„„„„„„0 或 5 分 

  (2)结构设计的创造性„„„„„„„„„„„„„„„„„1～10 分 

  (3)碗饰的艺术质量„„„„„„„„„„„„„„„„„„1～5 分 

c. 承载参赛队创建的项目的结构„„„„„„„„„„„„„„„„3～30 分 

  (1)项目被承载„„„„„„„„„„„„„„„„„„„„0 或 5 分 

  (2)表演对这个项目是什么、它为什么在厨房里解释得如何„1～10 分 

  (3)结构设计的创造性„„„„„„„„„„„„„„„„„2～15 分 

8. 参赛队创作并呈现的食物„„„„„„„„„„„„„„„„„„„„„2～15 分 

    a. 被纳入烹饪中„„„„„„„„„„„„„„„„„„„„„„„0 或 5 分 

    b. 材料在制作中的创造性使用„„„„„„„„„„„„„„„„„2～10 分 

 

                                          最高得分：2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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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扣分（从百分化后的分数中扣除） 

1.违反问题精神（每次）„„„„„„„„„„„„„－1～－100 分 

2.违反运动道德的行为（每次）„„„„„„„„„„－1～－100 分 

3.队籍标志不正确或遗漏„„„„„„„„„„„„„－1～－15 分 

4.外部援助（每次）„„„„„„„„„„„„„„„－1～－100 分 

5.超过成本限制„„„„„„„„„„„„„„„„„－1～－100 分 

6.超时：每超过 10 秒扣 5 分或者给出超过 8 分钟的分数。 

(例如，超时 27 秒=－15 分)最多扣 30 分 

遗漏赛题所要求的计分项目，除不得分外，不受处罚。 

 

F.风格 

1.特邀嘉宾穿的围裙的艺术性„„„„„„„„„„„1～10 分 

2.在队籍标志中创造性地使用桐木„„„„„„1～10 分 

3.自由选择„„„„„„„„„„„„„„„„„„„1～10 分 

4.自由选择„„„„„„„„„„„„„„„„„„„1～10 分 

5.以上四项在表演中的整体效果„„„„„„„„„„1～10 分 

最高得分：50 分 

 

G.赛场将提供 

  1.一个 2.1 米×3 米的表演区(如可能，则大些)。 

  2.一个三眼电源插座。 

3.一支裁判队伍和裁判工作所需要的材料。 

 

H.参赛队须提供 

    1.四份风格表、一份成本表、一份外部援助表。 

    2.四份解题明细表。这些表格将帮助裁判。如果参赛队没提供表格，也不会被扣分，但

是这些表格将令参赛队受益，因为没有表格，裁判可能会漏掉表演中的计分点。 

    3.任何必需的接线板和转换器。 

4.必要的清洁工具。 

本题没有问题澄清。 

    请在解题中注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