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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研部 2014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2014 年，在学校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教务处、相关学院

的密切配合下，体育教研部全体教师齐心协力，努力做好公共体

育课程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与此同时，加

强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逐步建立起全方位的激励和保障机制，高

水平运动员竞技水平和比赛成绩突出。积极贯彻青年教师提升计

划，提高中青年教师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我校学生及各级各

类体育赛事提供更加专业、更加全面的服务。 

一、课程设置与课程改革 

体育教研部按照《兰州大学体育课程教学大纲》（2011 年修

订）的课程设置和要求，努力做好常规教育教学工作。《教学大

纲》在体育教学改革中构建体育与健康教育的新模式，提出课内

与课外相结合、教学与群体相结合、竞技与健身相结合的全方位

的学生体育教学模式。 

课程体系改革与建设方向主要包括：  

1.一年级基础课中加强体育理论课的教学，以《体育与健康》

（PHYSICAL EDUCATION & WELLNESS）理论为基础，弥补中小学

体育教学欠缺环节。理论课课时第一学年有 3 课时。本科一、二

年级开课均超过 144 学时。 

2.一年级开设选修课，开设不同项目的基础班、提高班。 

3.在教务处的大力支持下，2014 年 9 月实现全部体育课的

网上选课，学生可以选教师，选项目，选时间，增强学生的自主

意识和上体育课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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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了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和掌握体育课的相关信息，体育教

研部开通“兰大体育”微信公众平台，设置教师简介和课程简介

栏目，为学生选课提供更加全面的综合知识。 

5.对部分残疾或因身体原因，不适宜进行剧烈运动的学生在

一、二年级开设保健体育课。 

根据最新的《兰州大学体育课程教学大纲》，2014 年共开设

瑜伽、形体和排舞等 21 个项目，课程内容包含三大球、三小球

等传统项目，也包括排舞、美体塑身、游泳等热门项目，更有锅

庄舞、民族体育舞蹈、武术等具有地区文化底蕴的特色项目。 

不断修订考核内容和标准，由原结果性评价改为过程和结果

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目前，我校体育课程评价中，中长跑、

50 米跑和立定跳远为必考项目，分别占学期总评的 10%，共 30

分，符合《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的要求。 

二、教学质量及监控 

（一）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调整改进。 

继续在二年级体育专项课中根据学生的运动素质状况开设

不同项目的提高班。加强体育运动技能培养，使学生掌握从事“终

身体育”锻炼的科学方法。体育教研部还在课中融入一些有趣味

性的游戏项目，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注重体育项目创新。2010 年将排舞项目引入体育课堂，排

舞作为欧洲宫廷舞的一种，舞步多元，风格创新，简单易学，得

到了我校学生的广泛欢迎；为满足我校学生的多元需求，2011

年将美体塑身引入课堂，塑造女生优美形体，得到了广大女同学

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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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青年教师第二副项的考核，要求青年教师以“一人二课”

为目标，不断提高第二副项的业务水平和授课能力，经考核合格

后开设第二副项课程。 

（二）加强教学检查和督导，保证教学质量提升。 

体育教研部成立了专家督导组，由主管教学的副主任担任专

家督导组组长，聘请教学经验丰富、业务水平精湛的老师承担督

导组成员。 

体育教研部 2014 年教学专家督导组： 

组长：冯涛 

成员：刘泉水  毕研洁  邓通图  宁会铭 

专家督导组的主要作用是保证教学目的的全面实现，改进和

丰富教学方法，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指导青年教师尽快成长。

2014 年，每名督导组成员每学期听看课 10 次，累计听看课 100

余次。专家督导组把在教学中涌现出的先进教学理论、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等及时加以总结、推广，从而保证、提高了教学质量，

促进了教学方法的改革。对教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督导组及时

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 

为了保证体育教学质量，体育教研部还建立了一套教学质量

评估体系，有专家督导组的看课评分、学生给任课教师的评分和

全体教师的评分，各占一定的比例，三者相结合评定出一个教师

教学质量状况。经多年不懈努力，2010 年“民族传统体育舞蹈”

课获得甘肃省精品课程。2009 年《藏族民间体育舞蹈及冈朵游

戏挖掘整理研究》获得兰州大学教学成果奖，2名教师在学校网

上评教中获得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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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狠抓队伍建设，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工作。 

体育教研部每学期双周周三安排教师进行业务能力进修，旨

在提高在岗教师的业务水平，2014年度累计进行业务进修 16次，

主要包括体能训练、排球、篮球、足球、游泳等项目。体育教研

部近几年先后补充了 10 多名体育学院的毕业生，以充实教师队

伍，业务进修和听看课能够使他们能尽快熟悉业务，迅速成长为

教学骨干。根据形势发展和改革的需要，体育教研部要求所有教

师至少能开出 2个项目的课程教学，实现“一人二课，一课三人”

的目标。 

体育教研部重视教师业务培训。依据教学大纲，教师业务培

训有年计划和学期计划。在业务培训中首先由部领导亲自主讲，

宣讲体育教育的最新理论，传递国内兄弟院校体育教学改革的进

展和最新动态，并指定副高职以上教师提前做好准备，分课程项

目循序展开。安排青年教师每学期任选两名教师进行教学学习和

观摩，2014 年青年教师累计观摩课程 50 余人次。在教学工作中

存在的难点，重点在开学、期中和期末在部组织的全体教师会议

中进行教学研究研讨。近几年来，体育教研部教师普遍掌握国内

外高校体育教育最新动态，体育教学改革深入人心，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明显得到提高。 

三、校园体育活动开展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广大学生树立“健康第一”

的指导思想，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建立健康、科学、文明

的生活方式，切实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自我保健能力，根据教育

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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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通知》精神，学校体育工作的重心是面向全体学生，以全面

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为目标，加强健康体育理论教育和学习，

使学生掌握 1至 2 项终生受益的体育锻炼项目，养成终生体育的

习惯。 

在兰州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体育教研部积极协调

学生处、团委、工会等相关部门，做好我校师生群众体育工作，

不断提高师生身体健康状况。 

2014 年教育部先后修订公布了《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

准》（教体艺〔2014〕4 号）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教体艺〔2014〕5 号)2 个重要文件，学生体质健康和

学校体育工作得到从中央到学校的普遍关注。我校积极响应教育

部文件号召，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学生体育相关工作，全面提高学

生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1.提出体育锻炼口号。近几年来，我校认真贯彻“健康第一”

指导思想，落实提高学生身体心理素质的任务。提出的体育锻炼

口号是：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引导全校师生积极开展体育锻炼，体育教研部也积极做好体育设

施及运动技能的保障工作。 

2.建立体育教师指导机制。修订完善《兰州大学体育教师下

学院指导群体工作实施办法》，继续加强对群众性体育活动的指

导工作。体育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沟通信息，配合安排全年各学

院体育活动计划，协助培养各学院运动尖子，指导各学院开展体

育竞赛。 

3.确定体育活动安排原则。每年全校体育活动安排原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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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安排，各有侧重，抓大放小，循序推进。抓大，就是抓好每

年度的全校春季体育学生运动会、秋季新生体育运动会和冬季

“阳光体育活动月”；抓好篮、排、足球甲、乙级“三大球，三

小球”联赛；抓其他全校性的体育赛事如游泳比赛、广播体操比

赛、啦啦操比赛等。放小，就是乒乓球、网球、羽毛球等其它项

目组织的比赛由团委或各学院、体育运动俱乐部、相关体育协会

承办，体育教研部予以指导。大小型活动相互结合，穿插进行，

校园体育场馆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热气腾腾地景象。2014 年

羽毛球联赛、乒乓球联赛具有学生社团自发组织，有我部指导老

师进行专业指导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 

4.抓好学生早操活动。早操是我校学生群体活动的重要形式

之一。体育教研部按照学校要求，积极配合学生处和各学院做好

早操的组织和指导工作。对高年级学生，由学生会干部或者各班

班干部轮流值班进行考勤，各院系进行汇总，每月上报体育教研

部，体育教研部统计后在期末公布。一年级学生执行全校统一的

跑操制度，我部教师担任指导工作，2014 年秋季学期以来，共

派出指导老师 212 人次。 

将各学院学生早操出勤情况结果，作为年终学生工作的考核

内容之一。由于我校常年坚持不懈地作好此项工作，各学院非常

重视早操工作，学生的早操出勤率达到了 90%以上，有力地保证

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 

5.成立学生体育俱乐部。为了满足学生广泛的兴趣和爱好，

体育教研部成立课外体育俱乐部，由教师负责，指导开展各类活

动，进行体育理论知识讲座、技术训练，引导学生在科学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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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的轨道上发展。体育俱乐部积极举办各类体育赛事，开展联

谊活动，极大的提高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体育俱乐

部由学生自发组织，自我管理，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体育骨干，这

些骨干在参与赛事、裁判员培训中得到提高，由兰州大学体育运

动委员会颁发相应裁判员等级证书。2014 年春季和秋季学期，

分别开设羽毛球、乒乓球等 11 个项目体育俱乐部，先后进行篮

球、足球国家二级裁判员培训项目，活动开展井然有序，学生参

与热情较高。。 

五、高水平运动队成绩突出 

高水平运动队在高校阳光体育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骨干

和示范作用。我校现有武术、田径、女子排球三支高水平运动队，

在国际国内各级比赛中成绩突出，对我校学生起到很好的示范、

引领作用。 

学校高度重视高水平运动队建设，2008 年以来先后颁布《兰

州大学高水平运动员管理办法（暂行）》和《兰州大学高水平运

动员奖励和处罚办法（暂行）》，理顺了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培养

和竞赛的各个环节，充分调动了运动员、教练员的积极性，在国

际、国内比赛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2014 年，在全体运动员、教练员的共同努力下，我校高水

平运动队取得了突出的竞赛成绩。年初，高水平田径队 2012 级

运动员刘博夺得厦门国际马拉松赛大学生男子组第二名，代表我

校首次获得此类比赛的亚军。 

7 月 13 日至 17 日，在 2014 年中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暨首

届高等院校“校长杯”太极拳比赛中，我校取得重大突破，共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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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11 枚金牌、4枚银牌和 10 枚铜牌，4-8 名 26 项次，并首次获

得女子甲组团体总分第二名、女子乙组团体总分第三名。这是我

校在中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男、女甲组比赛中的最好成绩。在仁

川亚运会上，我校高水平运动员管理学院 2013 级研究生阚文聪

以出色表现，摘得女子长拳决赛金牌，这是我校继 2010 年以后，

第二次取得亚运会金牌，王寒松书记、王乘校长代表学校向阚文

聪发去贺电并在其回校后对其进行了亲切的慰问。 

7 月 13 日至 17 日，我校高水平女子排球队在第十届中国大

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暨第三届亚洲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测试

赛中获得专业组第八名，高水平组第九名的优秀成绩。在 10 月

10 日至 19 日举行的 2014 年度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北方赛区的

比赛中，我校高水平女子排球队历经七场激烈的比赛，最终获得

第六名，首次获得参加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总决赛资格，并且在

2015 年 5月举办的 2014—2015 年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总决赛中

获得第八名。 

高水平运动队取得的优秀成绩得益于学校领导及教务处、学

生处、运动员所在学院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得益于我校高水平运

动员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2014 年度，我部先后召开高水平运

动员培养与管理工作会议 2 次。 

六、积极开展社会服务 

体育教研部积极推进和完善我校群众体育工作，积极服务省

内外各类体育赛事，提高我校体育工作在区域内的影响力。5月

24 日，由我校承办的 2014 年兰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本部

体育场举办，体育教研部老师担任了此次运动会的全部裁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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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第八届甘肃省少数民族运动会在庆阳举行，体育教

研部教师 12 人担任了民运会的裁判工作；8 月 24 日-27 日，体

育教研部 20名教师担任了“2014年甘肃省中学生体育等级测试”

的裁判工作，承办了 3 个项目的测试工作。8 月 25 日，在甘肃

省第十三届运动会上，体育教研部乔德平主任率领 12 名教师担

任了大会的裁判工作，担任多项比赛的裁判长。 

七、2014 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工作 

本年度测试工作从 9 月 15 日开始，由教务处、体育教研部

联合下发通知，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在体育课内进行测试，三年

级、四年级学生采取集中测试。除部分同学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

测试，我校全部本科生参加了体质健康测试，向教育部报送有效

数据 16611 条。 

附表：2014 年兰州大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结果统计表 

单位：人 

项目 人数 优秀 
优秀率

（%）
良好

良好率

（%）
及格 

及格率

（%）

不及格

人数 

不及格率

（%） 

大学全体 16611 18 0.11 1226 7.38 14053 84.60 1314 7.91 

大学男生 9204 12 0.13 525 5.70 7618 82.77 1049 11.40 

大学女生 7407 6 0.08 701 9.46 6435 86.88 265 3.58 

制表日期：2014 年 10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