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教 育学 会 函件

关于征集第八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

论文的通知

学会发 〔20⊥ 6〕 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学会和高等教育学会,教科院

(所 ),有关单位 :

为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进一步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

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 发 [2θθ7]7号 )和 《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教育部等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 [2θ 12]53号 ),总结、交流两年来学校体育卫生改

革发展和科研方面取得的成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

平,决定于 2θ⊥6年 11月 11-14日 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笫八

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请广泛宣传通知精神,大力动员

参与,认真组织申报。

j丹牮奉芒见《竿禁|i戋卩学校体育科学大
工作方案》。

自治区、
up。 a。 。小甘刂

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各地教研室



第八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工作方案

按照每两年举办一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的惯例,中

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决

定于 2θ 16年 11月 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第八届中国学校体育

科学大会,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t指导思想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

进一步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 增

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 发 [20θ 7]7号 )和 《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教育部等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 办发 [2θ 12]53号 ),总 结、交流近年来学校体育卫生改

革发展和科研方面取得的成呆,提高学校体育卫生工作质量

和科学研究水平,促进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二、主办单位

中国教育学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三、承办单位

广东省教育学会

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四、征文对象

全国大中小学休育教师、校医、学校体育科研人员及专

业理论工作者与管理人员。

五、征文内容

征文内容:参照 《第八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选题指

南》 (附后 ),论文内容力求体现以下要求:

1.重 点突出。以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

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 发 [2θθ7]7号 )、 《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

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θ⊥2]53号 )和教育规划纲要为指

导,突 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重点;

2.方法科学。研究方法设计科学,运用合理,注重新

型研究方法,倡导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并重,理论探索与

实验研究并重,总结经验与指导实践并重;

3.成果创新。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客观把握学校体

育卫生工作现状,揭示科学规律,正确分析问题,提 出有

效对策。理论性研究能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丰 富、发展已

有的理论;应用性研究能反映当前学校体育与卫生改革新

的实践成呆,研究成呆有利于解决学校体育与卫生实践中

的热点、难点问题 ;

4.文体规范。立意清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

严谨、论文结构规范完整、资料真实、引证和图表规范;



5.凡未在全国性学术会议报告或公开发表过的论文均

可报送。每篇论文不超过 5θθθ字,并提供不超过 6θθ字的

论文摘要,每篇论文署名作者不得超过 5人。

六、报送要求

《论文申报书》一份 ,匿名论文三份; 《论文申报书》

电子版 (纸质文本必须与电子版—致 ),电子版发送至:

ty37ma126.G。m;纸质版寄至:广州市广卫路 14号广东省

教育学会 邮编:5Iθθ35(请注明第八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

大会论文 )

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是全国体育教师和学校体育工

作者交流、展示科研成果的平台,是促进学校体育改革发展

的重要举措。请各地、各单位以及各位理事认真组织好论文

撰写、申报等各项工作。

七、大会筹备进度

2θ 16年 1月  上报上级学会审批、下发征文通知;

2θ 16年 3月 -6月 征集论文,设计并联系广东会议

安排;

2θ“年 7月 评审论文;

2θ 16年 8月  下发论文评审结呆,确认广东会议安排 ,

前往考察 ;

2θ 16年 9月 下发大会通知及要求,确定与会领导,

下发邀请函,编 印大会文件 ;

2θ16年 1θ 月 笫二次广东考察,确认会议安排



⒛16年 11月 大会召开

⒛16年 11月 大会总结

八、联系人:

蔗过  土匚 洼L话  139⊥ θ81θ 233  θ1θ-82θ 8886θ

札勿浒手沥孛 沣L犭丘 13488828314 θ1θ-57159597

广东省教育学会联系人 :

讧L  弼亏 哇L市占 136θ2829851  θ2θ-83345147

附件:1.笫八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论文申报书

2.笫八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匿名论文

3.笫八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报送论文选题

指南



附件
":

论文编号

第八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

论 文 申 报 书

论文名称 :

所属领域 :

作者姓名 :

工作单位 :

省(区、市):

申报日期 : 月



一、参评承诺与论文使用授权

本人自愿参与笫八届中国学校休育科学大会,认可所填写的《论文申报书Ⅸ以

下简称 《申报书》)为 有约束力的协议,并承诺对所填写的 《申报书》涉及的各项

内容真实性负责,所提交参评的论文没有知识产权之争.同 意本届活动主办单位

有权使用 《申报书》所有数据和资料丿并对以下约定信守承诺: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 《著作权法》和 《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遵守我国政府签署加入的相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定。

2.恪守学术道德。参评论文不存在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

果,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论文真实,没有在任何正式

期刊发表。

3尊重他人的知识贡献。凡引用他人的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是

否发表,或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加以注释.凡转引用文献资料,均如实说明.

4维护学术尊严。保持学者尊严,增 强公共服务意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不以论文获奖名义牟取不当利益。

本人完全了解关于本届学校体育科学大会的有关规定,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

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授权组委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报送论文

的原件、复印件、摘要和电子版;有权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同 意以影印、

缩印、扫描、出版等形式复制、保存、汇编论文;允许论文被公众查阅。

申报人 (签章 ):



二、论文作者信息

论文名称 所属领域

笫一作者姓名 {|刂三另刂 民族 年 龄

职 务 职 称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工作单位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手 机 办公电话

其他作者姓名

教育学会

会员编码

注:“所属颔域
”
请严格按照 《笫人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选题指南》规定的研宪领域类别

块写。凡论文内容与所属研宄领域类别不一致的,不子评审。(如 : 一、学校体育综合理论与管理

研究;六、学校卫生与健康研究 )。

三、论文格式

(一 )论文摘要 (不超过GO0字 )

(题  目〉xxxxxxxxxx

(作者姓名 )xxxxx

(单  位 )xxxxxxxxx

(摘
要 )x xx× × × × × × X× X X× X X× × × × X× ×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X X X× × X X X× X× × × X X× X X× X X×

X× × X X X X X X×

(包括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结杲与分析、结论与建议等 )

(二 )论文正文 (不超过5000字 )

(题   目)xxxxxxxxxx

(作者姓名 )xxxxx

(单  位 )xxxxxxx火 x

"研
究目的

火义Xκ 火XX`XX义 X火 义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火 X义 XXXX`XX



Xκ XXXXXXXXXXXXXX

2,研 究方法

2"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

22火 xxxx

XXXXXXX`XXXXXXX火 XXXXXXXXXX火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

3.结果与分析

3"xxxxx

XXXXXXXXXXXXXXXXXX火 XXXXXXXXXX`XX义 XXXXXXXXX火 XX火 XXXXXXXX

`X"XXX

3.2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义
`XX火

XX火 XXXXXX`XXXXX

X"XXXX

4.结论与建议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汪 :

】论丈页面设置左右边距2弘cm。 论文题目3号黑体,居 中。副标题,小 3

号楷体,居中。一、二级标题用4号 黑体;摘要及论文正文用小4号宋体。作者姓

名用4号仿宋体,居中。作者所在单位,小 4号 j仿宋体,居中。

2参考文献:标题用小4号 黑体j丈字用5号 宋体。内容要注全,标 `点
要正

确,末尾用
“”

。参考丈献名后用分别注明:【M]专著、m期刊杂志、[N报纸、

[D】 学位论文、阳]论文集、陬)研宪报告、[s]标 准、[P]专 刊、pB]数据库、lCPl



计算机程序、田B】 电子公告。

例如 :

[1〕 刘海元 学校体育教程 l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⒛ 1】

[2〕褚宏启 ,杨海燕 教育公平的原则及其政策含义1l教育研究 ,⒛⒅ ,(1〉

lsl李 小伟 体育教科研如何不再受
“
歧视

”
[N中 国教育报 ,⒛ 11,7-19

lo



附件 2:

论文编号

尸
第八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匿名论文

(不超过 5000字 )

(题    目) xxxxxxxxxx

"~研
究目的

XXXXXXX`XXX火 义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2研究方法

2"xxxxx

XX`XXXX丬 XXXX火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22x义义xx

XXXXXXXXXXXXXXX火 X火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3结果与分析

3"xxxx火

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火
XXX`火

32xxxxx

Xκ Xκ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火 X火 XX

4结论与建议

XXXXX`火 XX`XX`XXXXXXXXXXXXXXXXXX

注 :】 匿名论文中不得 出现与作者有关的信息,如 :姓名、工作单位、所

在省 (区 、市 )等 ,行文中此类信 `恕 可用
“××× ××××”

代替。

2匿名论文格式同论文正文格式 ,匿 名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同论文正丈

格式。

3匿名论丈报送3份 ,每份单独装订,报送时夹在《论文申报书》中。



附件 3:

第八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报送论文选题指南

本指南所列内容是指研究颔域,并非论文的具体题目。      ·

论文作者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根据各自的研究内容

确定具体论文题目。

一、学校体育综合理论与管理研究

1.中 国特色学校体育改革发展基本经验与理论体系研

究;

2.“立德树人
”

理念下的学校体育价值研究;

3.学校体育政策法规建设及实践探索研究;

4.建立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佘体育训练管理与

评价机制的研究;

5.学校体育科学研究及成果转化管理研究;

6.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背景下,体育考试改革综合研

究;

7.《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实施与评估研究;

8.学校体育运动风险防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9.大 中小学体育课程衔接的理论建构研究;

1θ.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学校体育管理信息系统研究;

11.学校体育文化及对学生的健康意识形成与发展研究;

12.学 生体育科学素养培养与终身体育研究;

13.学生运动会综合改革研究;

●
‘



⊥4.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城市随迁子女体育教育现状研

究;

15.实施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战略现状与评价研究;

16.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促进区域学校体育改革发展

的研究;

17.20” 年冬奥会举办对我国学校体育促进研究;

18.社会力量办学单位学校体育研究;

19.校外教育机构组织体育活动对学生身心健康影响研

究;

2θ.学校体育的国际比较研究;

二、高等教育体育研究

21.体育类专业的设置与发展研究;

”.体育类专业课程设置研究;

23.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与职业对接研究;

24.创 新体育产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h.实施 《高等院校体育工作标准》评价研究;

%.实施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现状研究;

”.普通高校学校体育数据库标准研究;

⒛.普通高校与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改革研究;

29.普通高校体育教学信丨息化发展对策研究;

3θ .中 国体育教材数字化数据库建设研究;

31.普通高校体育竞赛改革研究;

32.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研究:

13



33.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科研、训练、竞赛管理指南研

究;

34.中 外大学生体育俱乐部管理对比研究;

35.高 等院校及社会体育资源对青少年开放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

三、基础教育体育研究

36.《 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办法》实施与评估研究;

37.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38.《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校本化实施现状及对策研究;

39.体育与健康教材、教法理论与实践研究;

4θ .体育活动中的运动负荷与密度研究;

41.体育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

42.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43.功 能性体能训练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44.学 生参与不同项目体育活动动机与效呆比较研究;

四、学校课余体肓研究

45.青少年体育项目训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46.青少年运动选材研究;

47.课佘训练中的
“
学训结合

”
理论与实践研究;

48.在 学校中推广实施各类体育项目的策略研究;

49.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及试点县 (区 )建设规范与评价

研究;

5θ.建立 “
阳光体育运动

”
长效机制研究;

51.建立大课间体育活动质量保障机制研究;

14



”.保证学生
“
每天锻炼一小时

”
锻炼时间的组织与实

施案例研究;

53.体育与艺术
“2+1项 目

”
的发展与评价研究;

54.学校体育俱乐部运行机制与效果研究;

甾.体育拓展与野外生存教育研究;

%.学 生运动技能等级标准研究;

五、师资队伍建设与条件保障研究

57.不 同地区体育教师职业状况及发展对策研究;

兜.体育教师参加体育社团、社会活动现状及发展研究;

59.学校体育联盟发展现状及促进学校体育作用研究;

6θ.体育教研员教学指导能力与职业发展研究;

61.中 小学体育教师培训课程标准与模式研究;

m.体育教师工作量及劳动保护研究;

63.体育教师形体与健康对从教效呆的影响研究;

64.中 小学卫生人员队伍建设及发展研究;

65.学校体育设施设各配备、建设及管理研究;

66.学校体育器材信 |急 化建设研究;

67.学校体育器材标准研究;

“.学校体育器材配各办法研究;

69.特殊教育学校体育器材研究;

六、学校卫生与健康研究

7θ.健康教育在体育与健康课程中的融合模式研究;

71.健康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研究;

”.中 外学生健康教育促进比较研究;

15



73.学 生健康状况评价及信息开发应用研究;

74.学 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应用研究;

75.残疾儿童少年体质健康状况与体育教育研究;

76.留 守儿童体质健康状况研究;

″.影响儿童青少年运动行为的社会、家庭因素研究;      |

".儿
童青少年的运动行为对体质健康影响的研究;

79.学 生健康危险行为现状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8θ.青少年视力不良、肥胖防控适宜技术与有效策略研

究;

81.学 生形体健康评价与干预研究;

82.学校预防艾滋病及健康教育策略研究;

83.学校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研究;

84.建立学校卫生工作保障机制研究;

h.健康教育政策实施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研究;

跖.青少年运动处方与营养处方整合研究;

87.学校和社区在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中的协作与创新

研究;

阴.青少年体质健康与健康人力资本关系研究;

89.自 我意识发展与体像认知关系研究;            ·

9θ.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效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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