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井冈山大学新增“武术”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申报表 

省（区、市） 江西省吉安市 

学校名称 井冈山大学 学校代码 10419 

学校地址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 邮编 343009 

教育部已批准运动

项目 
篮球 

申报项目 足球 

学校领导 姓名：桂国庆 电话：0796-8860451 

体育院（系、部）

负责人 

姓名：杜和平 电话（手机）：13097226869 

该项目主教练基本

情况 

姓名：王卫民 电话（手机）：13217069728 

职称：副教授 年龄：49岁 

原运动经历和执教经历： 

1、江西省首届大学生武术比赛吉安师专武术队教练员 

2、江西省第十二届全运会武术散打比赛井冈山学院散打队教练员 

3、江西省 2008年武术散打锦标赛井冈山大学散打队教练员 

4、江西省第十三届全运会武术散打比赛井冈山大学散打队教练员 

5、江西省 2012年武术散打锦标赛井冈山大学散打队教练员 

6、江西省 2013年武术散打锦标赛井冈山大学散打队教练员 

7、江西省第十四届全运会武术散打比赛井冈山大学散打队教练员 

8、2015年中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井冈山大学跆拳道队教练员 

该项目助理教练 

基本情况 

姓名：肖志鹏 电话（手机）： 

职称：副教授 年龄：47 

原运动经历和执教经历： 

1、江西省首届大学生武术比赛吉安师专武术队教练员 

2、江西省第十三届全运会武术散打比赛井冈山大学武术队教练员 

3、江西省 2012年武术套路锦标赛井冈山大学套路队教练员 

4、江西省 2013年武术套路锦标赛井冈山大学套路队教练员 

5、江西省第十四届全运会武术套路比赛井冈山大学套路队教练员 

该项目组师资状况 

1.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数量：5人 

2.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姓名、年龄、职称： 

姓名 王卫民 肖志鹏 余友儒 陈万睿 刘红妹 

年龄 49 47 46 37 39 

职称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讲师 讲师 
 

3. 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的运动训练经历和执教经历： 

五位教师均为学校武术专职骨干教师，王卫民、肖志鹏、余友儒主要

从事体院武术、散打专选和普修课程的教学与训练，陈万睿、刘红妹

主要从事体院公体部武术选修课程的教学与训练。 



续表 

开展该项目运动训练竞

赛已具有的场馆设施、

器材条件 

有必需的训练场馆设施，能保证武术高水平运动队训练需要。

并且是固定训练场馆。有保障运动员身体健康、运动恢复、医

务监督的必要条件，如运动医疗保健室、运动康复器材、供运

动队科学研究与使用的仪器设备等等。 

开展该项目运动训练竞

赛每年可提供保障的经

费状况 

有稳定的年度经费预算，能保障运动员训练和比赛的需要。 

开展该项目运动训练竞

赛能否对运动员采取针

对性强、时效性明显和

富有特色的教学训练与

学籍管理规定 

有严谨、科学、规范的训练计划、训练比赛总结；有专门为高

水平运动员设立的学籍管理档案（包括个体化的培养方案、参

加训练和比赛的有关规定、违纪行政处分规定、办理离校请假

规定、住宿管理规定等）；采取协同管理模式，学籍由教务处

统一管理，运动员文化学习由所在学院管理，训练和比赛由体

育学院集中管理。 

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状况（按

年度测试数据填写，限

200字） 

11 年测试样本总数 17010，平均分 76.59，及格率 94.29%，12

年测试样本总数 18277，平均分 75.86，及格率 94.26%，13 年

测试样本总数 17607，平均分 84.7，及格率 95.42%。11-13 年

测试率 100%，及格率远超出 85%，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良好，年

度指标反应学生健康状况较稳定。 

近三年开展学生阳光体

育运动情况（限 200字） 

井冈山大学成立了以学校主管学校体育工作副校长为组长的

“阳光体育运动”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了活动的实施内容、目标、

方法与要求。并成立了 29个体育协会组织，派有专业指导教师

指导活动的开展，如参加 2014年、2015年江西省大学生足球比

赛的队员有超半数队员是由该组织提供，该组织不仅广泛开展

了学生足球健身运动，也为足球运动竞赛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学校意见 

 

 

学校签章 

                        二 0一五 年    月     日 

专家组评估意见（请另

附详细意见） 

 

 

 

专家签名：                      

二 0一五年   月    日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评审分数  评审名次  

 

 

签  章 

                      二 0一五 年    月     日 

 



二、井冈山大学新增“武术”项目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自评表 

学校名称：井冈山大学 项目：武术 

评估指标 主要观测点及评估内容 
分值 

分配 
得分 

组织领导

（5分） 

学校领导重视，分工明确，定期研究学校体育工作和课余训

练有关问题 
2 2 

学校体育组织机构建全，责任权限清晰，管理制度完备 2 2 

学校运动训练竞赛发展目标明确，符合学校实际情况 1 1 

教练员队

伍建设

（20分） 

现从事该

项目的专

任教师数

量 

≥5人 5 

5 ≥3人 3 

≤2人 1 

主教练员

基本情况 

教 授（国家级教练） 5 

3 副教授（高级教练） 3 

讲  师（中级教练） 1 

原运动经

历和执教

经历 

原该项目专业运动员（曾获得一级及

以上运动等级）或执教该项目专业队

训练 2年以上 

4 
4 

该项目任课教师 2 

 

助理教练

员基本情

况 

        

 

教 授（国家级教练） 3 

2 副教授（高级教练） 2 

讲  师（中级教练） 1 

原运动经

历和执教

经历 

原该项目专业运动员（曾获得一级及

以上运动等级）或执教该项目专业队

训练 2年以上 

3 
3 

该项目任课教师 2 

场馆设施

（15分） 

完全具备从事该项目训练竞赛的场馆设施和器材条件 15 
15 

基本具备从事该项目训练竞赛的场馆设施和器材条件 10 

可提供的

保障经费

（10分) 

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 20元以上的训练补贴，且具有充足的

训练装备和参赛经费支持 
10 

10 

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 15元以上的训练补贴，且具有充足的

训练装备和参赛经费支持 
8 

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 10元以上的训练补贴，且具有充足的

训练装备和参赛经费支持 
6 

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 5 元以上的训练补贴，且具有充足的

训练装备和参赛经费支持 
4 

 

 

 

 

 



续表 5 

评估指标 主要观测点及评估内容 
分值 

分配 
得分 

教学管理

（10分） 

完全能够采取针对性强、时效性明显和富有特色的教学训练

与学籍管理规定 
10 

10 

基本能够采取针对性强、时效性明显和富有特色的教学训练

与学籍管理规定 
5 

该项目已

取得的竞

赛成绩 

（20分） 

近三年曾3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前3

名成绩 
20 

20 

近三年曾3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前8

名成绩 
15 

近三年曾1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前3

名成绩 
10 

近三年曾1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前8

名成绩 
5 

国家学生

健康体质

标准实施

状况（10

分） 

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率 100%、及格率

85%以上，并且每年已将测试数据上报教育部 
10 

10 
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率 90%、及格率

80%以上，并且每年已将测试数据上报教育部 
7 

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率 80%、及格率

70%以上，并且每年已将测试数据上报教育部 
5 

学生阳光

体育实施

情况（5

分） 

学校已成立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组织领导机构，制度健全，广

泛开展学生课余体育活动，效果显著 
5 

5 
学校已成立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组织领导机构，制度健全，广

泛开展学生课余体育活动，效果较好 
3 

其他（5

分） 

根据申请书、相关辅助申报材料和学校所处地域情况等整体

内容予以评判 
5 5 

总得分 97 

 

 

 

 

 

 



三、评估报告 

 

井冈山大学新增“武术”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自评报告 

 

国家教育部发布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高校有234所,其

中43所高校招收武术高水平运动员，占18.376%，而江西省8所高校中有2所高校

招收武术高水平运动员，仅占0.8547%，从比例来看，我省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

员（尤其是武术运动员）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1月18日，湖南大学

校党委副书记唐亚阳在2006年高水平运动队工作总结大会上，这样强调办好高水

平运动队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水平运动队办好了不亚于一个博士点。” 

（湖南大学新闻网）这句话对我省高校体育工作者以及全省体育工作者来说应该

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我省如何提高此项工作的整体水平？井冈山大学如何利用自

身优势承担起这项工作？是摆在井大人面前一项紧迫而重大的任务。下面就井冈

山大学关于新增武术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方面的问题，从体育学院的历史沿革、学

校地缘与人文环境、体院办学模式与特色、队伍建设、教学与训练设施、竞赛成

绩、特色创新、未来发展八个方面来进行自评。 

一.历史沿革 

体育学院创办于 1977年，当时叫江西师范学院井冈山分院体艺科（公体、

体育专业、艺术合署办公）；82年学校更名为吉安师范专科学校，艺术和体育

分开，成立体育系（公体、体育专业合署办公）；87年体育专业与公共体育分

开；2005 年 8月由原公体教学部和体育系合并成立现在的体育学院。 

二.地缘与人文环境 

座落在巍巍井冈山下、蜿蜒赣水之滨的井冈山大学，是一所全日制多科

性普通本科院校。因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人文环境的原因，集红色、绿色和人

文资源为一体源融入大学生教育是井冈山大学第一大品牌特色。红色——井

冈儿女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仅记录在册的

革命烈士就有 5万余人，从吉安走出去的共和国将军达 147名，是星火燎原的革

命圣地。绿色——吉安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占全市面积的 51%，平原与岗地

约占 23%，水面约占 4%。可谓“七山半水两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吉安人历

来生活在青山绿水中。人文——从历史看，唐宋至明清，吉安科举进士近 3000



名，状元 20名，榜眼、探花 32名，曾出现过“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历

史盛事；“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民族英雄文天祥、《永乐大典》主纂解缙、

宋代大文豪杨万里等一批历史文化名人先后诞生在这里；从文化遗址看，千年古

窑——吉州窑、千年古书院——白鹭洲书院、千年古刹——青原山净居寺、千年

古村——渼陂和钓源等一批“千年”历史文化遗址，到处散发着底蕴深厚的庐陵

文化气息。井冈山大学校长张泰城教授在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

课题《井冈山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研究》指出：我们学校要注重挖掘和

开发井冈山的红色资源，并将井冈山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学校必须

坚持充分运用井冈山的红色资源办学育人。同时指出红色资源是优质教育资源，

对教育对象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它无论对普通高等教育、干部教育、部队教育还

是公民教育，都有非常重要意义。在井冈山大学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做到了

理性与感性并重、内容与形式并重、讲授与体验并重，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井冈

山大学体育学院学科建设突出了依托井冈山独具优势的红色资源、绿色资源和厚

重的历史文化资源。 

三.办学模式与特色 

1998年体院就在体育教育专业开始实验合作化教学模式，2000年在本科班

正式实施该模式，着重提高学生教学实践等各项能力，因此还获得2009年江西省

特色教育专业。在总结经验并已取得显著效果的同时，2009年开始在非体育教育

专业以外的所有体育专业中开始实施合作化教学模式，为了充分利用体院特色教

育资源，寻求解决因训练而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矛盾，教练员们勇于创新，进行

了大胆尝试， 2005级体育教育专业武术专项选修的10名学生，没有任何武术基

础，在正常上课的情况下由该专项任课老师指导，坚持业余散打训练，在参赛前

不到两个星期才正式组队参加2008年江西省散打锦标赛，取得了一块金牌、一块

银牌、两个第五、另有四人进入前八的优异成绩，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平时的学

习成绩没有因为比赛因素而加分，却都顺利完成学业，并100%毕业且获得学士学

位，05级体教本科（3）班的郭强同学还应届考入了福建师大攻读散打专业的硕

士学位。尤其是2010年以来，在学校和体院两级领队的关心和支持下，传统体育

教研室开展的武术散打与套路训练与水平比赛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自

2010年——2014年期间，在散打训练与比赛方面，取得了连续两届省运会团体总



分前三的优异成绩；在套路训练与比赛方面，连续两届省运会团体总分取得了一

个第二、一个第三、一个第四的优异成绩，并在2012和2013的省武术套路锦标赛

上连续获得高校组团体总分第一。 

四.队伍建设 

长期以来，井冈山大学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于 2006年专门成立由分管体育

的桂国庆副校长任组长的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健全了组织机构。根

据我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和训练特点，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专门出台了高水

平运动员相关学籍管理文件与运动队训练比赛的奖励文件，对高水平运动员给予

了特殊的政策倾斜，使运动员能够既能安心训练比赛又能顺利完成学业，较好解

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井冈山大学体育学院现有高级职称人数占教师总数 46%

（其中教授 9 人），硕士以上学位占教师总数 76%（其中博士研究生 13 人），

有省教学名师 1人、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人、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3 人，校学术

带头人 1人、教学带头人 2人；有 6位教师被外校聘为兼职硕士生导师。师资力

量雄厚。 

在教师与教练员队伍建设方面，井冈山大学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基本构建

了一支力量雄厚、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运动训练水平大幅提高。一是由资深教

授、体院院长杜和平同志亲自领衔主抓；二是采用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提高教

师与教练员队伍水平，使得我校基本形成了一支特色运动专项互补、整体水平较

高的教师与教练员梯队。武术运动队教师队伍见下表： 

武术运动队教练员知识、学历、年龄、职称结构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所学专业 技术职务 

主讲教师 王卫民 男 49  大学本科 体育教育 副教授 

教师一 肖志鹏 男 47  大学本科 体育教育 副教授 

教师二 余友儒 男 46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体育教育 副教授 

教师三 陈万睿 男 34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体育教育 讲  师 

教师四 刘红妹 女 36 中共党员 
硕士 

研究生 
体育教育 讲  师 

在运动员培养方面，井冈山大学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追求塑造运动员

身心统一、德技相长、文理兼修、服务社会的养成目标。同时根据我校高水平运

动员的特点，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两级管理体制，有力保证了高水平运动员的



长期发展以及运动成绩的稳步提高，成为全省大学生各项运动比赛中一支不可忽

视的力量。 

加快完善我校武术俱乐部，积极向教育部申报"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向

省体育局申请"武术高水平后备人才培训基地"。在此基础上，队伍建设将把工作

重心放在"大、中、小学"梯队的建设上，逐步形成一套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完整地的培养体系。 

五.教学与训练设施 

井冈山大学始终将运动训练条件建设作为学校建设工作的重心之一。长期以

来，学校每年都投入了大量专项经费支持和保障体育工作。尤其近两年，为进一

步加强新增运动项目的建设，学校专门拔款近 202多万元建成了体质研究中心。

兴建了一万平方米的室内体育场馆与兴建六万多平方米的室外运动场，为运动训

练与体育教学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在训练之余，我校还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为高水平运动员提供了训练恢复、运动创伤治疗与康复等方面的保障。场地、器

材、设备的配套与完善是建设好新增项目的物质保障。在我校已建体训馆的基础

上，拟将配套建设一座多功能可承办大型武术比赛场地的比赛馆。此外，积极引

进资金，扩大武术场地、器材、设备的投入，为我校高水平武术俱乐部的发展创

造有利条件。 

六.竞赛成绩 

在1993年5月，我校武术队就在江西省首届大学生武术套路比赛中展露锋芒，

获团体总分第三名，集体项目第二名，个人单项六个第二，五个第三等二十多个

奖项。2005-2010年井大武术队处在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比赛成绩见下表： 

表1--2006年江西省第十二届全运会武术散打比赛成绩 

团体 高校甲组（本科院校）团体总分第一名 

各级别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52kg  薛红艳       

56kg 朱红强  李蓉蓉      

60kg  翁震洲     张胜龙  

65kg   侯奎星  张绍东    

70kg         

75kg         

80kg 韩品可    张  雷    

注：在男子总共七个级别的比赛项目中共获得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2枚、2个第五名、1

个第七名。 



表2--2006年江西省第十二届全运会武术套路比赛成绩 

团体 高校甲组（本科院校）团体总分第五名 

集体项目 第二名 

男子对练 第三名（朱晖、谢焜、王熊） 

各单项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男子剑术 谢焜    代高成  

男子 42式太极剑 卢国生      

男子 42式太极拳  卢国生  谢焜   

男子枪术     谢焜  

男子自选长拳   朱晖    

男子自选南拳      王熊 

女子 42式太极拳   谢丽红 陆枝明   

女子 42式太极剑    陆枝明   

女子剑术    谢丽红   

注：武术套路比赛中共获得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3枚、2个第三名、4个第四名、2个第五

名、1个第六名。 

表3--2008年江西省武术散打锦标赛 

各级别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65kg 翁震洲    肖文平  

70kg  李保磊   张志飞  

注：共获金牌1枚、银牌1枚、2个第五名、另有4人进入了前八名 

 

 

表 4--2010年第十三届省运会武术散打比赛 

团体：江西省第十三届运动会武术散打高校甲组团体总分第三名 

单项：见下表 

姓名 
性

别 
学院 专业 班级 

获奖情况 

组别 公斤级 名次 

左  君 男 体育 体教 08本（2）班 高校甲组 70公斤 第一名 

刘富强 男 体育 体教 08本（2）班 高校甲组 80公斤 第二名 

陈  群 男 体育 运训 09本（1）班 高校乙组 65公斤 第二名 

张礼庭 男 体育 体教 09本（3）班 高校甲组 65公斤 第三名 

王学文 男 体育 体教 08本（1）班 高校甲组 70公斤 第三名 

吉海祥 男 体育 体教 07本（2）班 高校甲组 75公斤 第三名 

侯  力 男 体育 体教 08本（2）班 高校甲组 56公斤 第四名 

黎  林 男 体育 体教 07本（2）班 高校甲组 60公斤 第六名 

何  军 男 体育 社体 09本（1）班 高校甲组 60公斤 第七名 

陈能云 男 体育 体教 08本（2）班 高校甲组 65公斤 第七名 

陈能云 男 体育 体教 08本（2）班 体育道德风尚奖 

 

表 5--2012年江西省武术散打锦标赛 

团体：2012 年江西省武术散打锦标赛高校甲组团体总分第五名 

姓名 性 学院 专业 班级 获奖情况 



别 组别 公斤级 名次 

何  军 男 体育 社体 09本 1班 高校甲组 65kg 第一名 

伍文霞 女 体育 体教 10本 2班 高校甲组 52kg 第二名 

胡凤君 女 体育 体教 10本 2班 高校甲组 60kg 第三名 

胡少帅 男 体育 社体 10本 1班 高校甲组 7 5以上 kg 第三名 

蔡  峰 男 体育 社体 10本 1班 高校甲组 56kg 第五名 

韩玉龙 男 体育 社体 11本 1班 高校甲组 70kg 第五名 

林  森 男 体育 社体 10本 1班 高校甲组 70kg 第五名 

杨晓军 男 体育 体教 10本 2班 高校甲组 75公斤 第五名 

杨晓军 男 体育 体教 10本 2班 体育道德风尚奖 

 

表 6--2013年江西省武术散打锦标赛 

姓名 
性

别 
学院 专业 班级 

获奖情况 

组别 公斤级 名次 

胡少帅 男 体育 社体 10本 1班 高校甲组 7 5以上 kg 第一名 

李梦然 女 体育 运训 12本 1班 高校甲组 56kg 第二名 

李庆中 男  社体 11本 1班 高校甲组 70kg 第二名 

许少华 男 体育 社体 11本 1班 高校甲组 7 5kg 第二名 

韩玉龙 男 体育 社体 11本 1班 高校甲组 70kg 第三名 

喻亨策 男 体育 体教 12本 2班 高校甲组 75kg 第三名 

曾  翔 男 体育 体教 10本 2班 高校甲组 65kg 第四名 

陈龙 男 数理 体教 10本 1班 高校甲组 60公斤 第五名 

吴鹏 男 体育 社体 11本 1班 高校甲组 65公斤 第五名 

吴学宝 男 体育 社体 12本 1班 高校甲组 70公斤 第五名 

彭盛权 男 体育 社体 11本 1班 高校甲组 75公斤 第五名 

赵东坤 男 体育 运训 11本 1班 高校甲组 60公斤 第六名 

李世涛 男 体育 运训 11本 1班 高校甲组 65公斤 第六名 

杨亚斌 男 体育 体教 10本 1班 体育道德风尚奖 

伍文霞 女 体育 体教 10本 1班 体育道德风尚奖 

 

表 7--2014年第十四届省运会武术散打比赛 

团体：江西省第十三届运动会武术散打高校丙组团体总分第三名、乙组团体总分

第四名 

单项：见下表 

姓名 
性

别 
学院 专业 班级 

获奖情况 

组别 公斤级 名次 

逯金莹 女 体育 体教 13本（1）班 高校乙组 48公斤 第一名 

韩玉龙 男 体育 社体 11本 1班 高校乙组 65公斤 第二名 

刘利民 男 机电 材料 12本（1）班 高校甲组 60公斤 第二名 

陈永辉 男 体育 社体 13本（1）班 高校丙组 65公斤 第三名 

黄磊 男 体育 运训 11本（1）班 高校丙组 75公斤 第三名 

李梦然 女 体育 运训 12本（1）班 高校丙组 60公斤 第三名 

刘奇 女 体育 运训 12本（1）班 高校丙组 65公斤 第三名 



喻亨策 男 体育 体教 12本（2）班 高校乙组 75公斤 第三名 

张静萍 女 体育 运训 12本（1）班 高校丙组 56公斤 第三名 

周仕航 男 体育 体教 13本（2）班 高校丙组 65公斤 第三名 

李堂平 男 化学 化工 11本（1）班 高校甲组 60公斤 第四名 

胡升军 男 体育 社体 14本（1）班 高校乙组 56公斤 第六名 

彭盛权 男 体育 社体 11本（1）班 高校乙组 70公斤 第六名 

胡涛 男 体育 社体 13本（1）班 高校乙组 52公斤 第七名 

刘勇 男 体育 社体 11本（1）班 高校乙组 56公斤 第七名 

韩玉龙 男 体育 社体 11本 1班 体育道德风尚奖 

刘奇 女 体育 运训 12本（1）班 体育道德风尚奖 

 

表—8  2012年江西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 

团体：高校甲组团体总分第一名 

单项：见下表 

姓  名 班  级 参加竞赛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类别 

获奖等

级 
获奖时间 

齐珊珊 社体 09级本 1班 女子 42式太极拳 本科甲组 第一名 2012、8 

齐珊珊 社体 09级本 1班 女子 42式太极剑 本科甲组 第一名 2012、8 

解菲 社体 09级本 1班 女子自选枪术 本科甲组 第一名 2012、8 

解菲 社体 09级本 1班 女子 42式太极剑 本科甲组 第三名 2012、8 

林明亮 体教 09级本 2班 男子自选长拳 本科甲组 第一名 2012、8 

林明亮 体教 09级本 2班 男子三人对练 本科甲组 第一名 2012、8 

林明亮 体教 09级本 2班 男子自选剑 本科甲组 第二名 2012、8 

林明亮 体教 09级本 2班 男子自选枪 本科甲组 第二名 2012、8 

谢新辉 体教 09级本 2班 男子自选南拳 本科甲组 第一名 2012、8 

谢新辉 体教 09级本 2班 男子两人对练 本科甲组 第二名 2012、8 

谢新辉 体教 09级本 2班 男子自选刀术 本科甲组 第三名 2012、8 

谢新辉 体教 09级本 2班 男子自选棍 本科甲组 第四名 2012、8 

孙磊 体教 09级本 3班 男子三人对练 本科甲组 第一名 2012、8 

孙磊 体教 09级本 3班 男子自选南拳 本科甲组 第二名 2012、8 

孙磊 体教 09级本 3班 男子自选刀术 本科甲组 第二名 2012、8 

孙磊 体教 09级本 3班 男子自选棍 本科甲组 第三名 2012、8 

陈志奇 体教 09级本 3班 男子三人对练 本科甲组 第一名 2012、8 

陈志奇 体教 09级本 3班 男子自选长拳 本科甲组 第二名 2012、8 

丁敬武 体教 10级本 2班 男子 42式太极拳 本科甲组 第二名 2012、8 

丁敬武 体教 10级本 2班 男子自选棍 本科甲组 第二名 2012、8 

丁敬武 体教 10级本 2班 男子两人对练 本科甲组 第二名 2012、8 

丁敬武 体教 10级本 2班 男子 42式太极剑 本科甲组 第三名 2012、8 

王永萍 体教 09级本 3班 女子自选南拳 本科甲组 第一名 2012、8 

王永萍 体教 09级本 3班 女子对练 
本科甲组 第一第

二名 

2012、8 

王永萍 体教 09级本 3班 女子自选棍 本科甲组 第二名 2012、8 

赵艳艳 体教 09级本 3班 女子自选剑术 本科甲组 第一名 2012、8 



赵艳艳 体教 09级本 3班 女子对练 本科甲组 第二名 2012、8 

赵艳艳 体教 09级本 3班 女子自选枪术 本科甲组 第二名 2012、8 

唐红豆 体教 10级本 2班 女子对练 本科甲组 第一名 2012、8 

唐红豆 体教 10级本 2班 女子自选刀术 本科甲组 第三名 2012、8 

 

表—9  2014江西省第十四届运动会武术套路竞赛 

团体：高校甲组团体总分第二名，高校乙组团体总分第三名 

单项：见下表 

姓  名 班  级 参加竞赛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类别 

获奖等

级 
获奖时间 

李军 体教 11级本 1班 男子剑术 本科乙组 第二名 2014、11 

李军 体教 11级本 1班 男子传统四类拳 本科乙组 第二名 2014、11 

李军 体教 11级本 1班 男子长拳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李军 体教 11级本 1班 男子枪术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李军 体教 11级本 1班 男子对练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李军 体教 11级本 1班 集体项目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边佳星 体教 12级本 1班 男子枪术 本科乙组 第一名 2014、11 

边佳星 体教 12级本 1班 男子 42式太极拳 本科乙组 第二名 2014、11 

边佳星 体教 12级本 1班 男子 42式太极剑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边佳星 体教 12级本 1班 男子传统四类拳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边佳星 体教 12级本 1班 男子对练 本科乙组 第五名 2014、11 

边佳星 体教 12级本 1班 男子传统单器械 本科乙组 第八名 2014、11 

黄嘉恩 体教 12级本 1班 男子对练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黄嘉恩 体教 12级本 1班 集体项目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黄嘉恩 体教 12级本 1班 男子传统三类拳 本科乙组 第四名 2014、11 

黄嘉恩 体教 12级本 1班 男子棍术 本科乙组 第五名 2014、11 

黄嘉恩 体教 12级本 1班 男子长拳 本科乙组 第六名 2014、11 

黄嘉恩 体教 12级本 1班 男子刀术 本科乙组 第七名 2014、11 

陈卓奇 体教 13级本 2班 集体项目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陈卓奇 体教 13级本 2班 男子南刀 本科乙组 第四名 2014、11 

陈卓奇 体教 13级本 2班 男子对练 本科乙组 第五名 2014、11 

陈卓奇 体教 13级本 2班 男子传统三类拳 本科乙组 第六名 2014、11 

陈卓奇 体教 13级本 2班 男子南拳 本科乙组 第七名 2014、11 

陈卓奇 体教 13级本 2班 男子棍术 本科乙组 第七名 2014、11 

曾文慧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南拳 本科乙组 第一名 2014、11 

曾文慧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棍术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曾文慧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传统一类拳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曾文慧 体教 12级本 2班 集体项目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曾文慧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刀术 本科乙组 第四名 2014、11 

曾文慧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对练 本科乙组 第五名 2014、11 

曾文慧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传统单器械 本科乙组 第七名 2014、11 

杨遥 体教 12级本 1班 女子 42式太极拳 本科乙组 第二名 2014、11 

杨遥 体教 12级本 1班 女子 42式太极剑 本科乙组 第二名 2014、11 



杨遥 体教 12级本 1班 女子传统四类拳 本科乙组 第四名 2014、11 

杨遥 体教 12级本 1班 女子对练 本科乙组 第六名 2014、11 

杨遥 体教 12级本 1班 女子枪术 本科乙组 第七名 2014、11 

曹海波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南棍 本科乙组 第二名 2014、11 

曹海波 体教 12级本 2班 集体项目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曹海波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传统单器械 本科乙组 第四名 2014、11 

曹海波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南拳 本科乙组 第五名 2014、11 

曹海波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对练 本科乙组 第五名 2014、11 

曹海波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传统一类拳 本科乙组 第七名 2014、11 

李佳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南刀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李佳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对练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李佳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棍术 本科乙组 第五名 2014、11 

李佳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传统一类拳 本科乙组 第五名 2014、11 

李佳 体教 12级本 2班 女子传统单器械 本科乙组 第五名 2014、11 

曾瑞芳 体教 11级本 1班 女子枪术 本科乙组 第五名 2014、11 

曾瑞芳 体教 11级本 1班 女子对练 本科乙组 第六名 2014、11 

曾瑞芳 体教 11级本 1班 女子长拳 本科乙组 第八名 2014、11 

曾瑞芳 体教 11级本 1班 女子 42式太极剑 本科乙组 第八名 2014、11 

曾瑞芳 体教 11级本 1班 女子传统四类拳 本科乙组 第八名 2014、11 

曾瑞芳 体教 11级本 1班 女子传统单器械 本科乙组 第八名 2014、11 

王林 社体 12级本 1班 男子南棍 本科乙组 第二名 2014、11 

王林 社体 12级本 1班 男子传统一类拳 本科乙组 第二名 2014、11 

王林 社体 12级本 1班 集体项目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王林 社体 12级本 1班 男子对练 本科乙组 第三名 2014、11 

王林 社体 12级本 1班 男子南拳 本科乙组 第六名 2014、11 

王林 社体 12级本 1班 男子刀术 本科乙组 第七名 2014、11 

 

在运动比赛的同时，井大武术队还积极地在全校范围内推广这一项新兴的运

动健身方式。以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开展为契机，广泛开展学生课余体育活动，效

果显著，这也为我校武术黄金发展阶段添上了色彩靓丽的一笔。 十七年间，井

冈山大学武术散打队运动员87人、套路队运动员45人，共计132人，本科生毕业

率和学位获得率都是100%； 6人考入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 

七.特色创新 

1998年体院就在体育教育专业开始实验合作化教学模式，2000年在本科班

正式实施该模式，着重提高学生教学实践等各项能力，因此还获得2009年江西省

特色教育专业。在总结经验并已取得显著效果的同时，2009年开始在非体育教育

专业以外的所有体育专业中开始实施合作化教学模式，为了充分利用体院特色教

育资源，寻求解决因训练而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矛盾，教练员们勇于创新，进行



了大胆尝试， 2005级体育教育专业武术专项选修的10名学生，没有任何武术基

础，在正常上课的情况下由该专项任课老师指导，坚持业余散打训练，在参赛前

不到两个星期才正式组队参加2008年江西省散打锦标赛，取得了一块金牌、一块

银牌、两个第五、另有四人进入前八的优异成绩，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平时的学

习成绩没有因为比赛因素而加分，却都顺利完成学业，并100%毕业且获得学士学

位，05级体教本科（3）班的郭强同学还应届考入了福建师大攻读散打专业的硕

士学位。 

八.未来发展 

1. 继续发挥井冈山大学红色、绿色和人物资源优势，彰显深厚的庐陵文化

底蕴，弘扬井冈山精神，积极探索我校武术队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模式。积极寻求

"校企合作"，共同培养高水平武术人才，将我校武术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遵

循我校办学思想，以井冈山精神为根本，努力探索符合高等教育规律、运动训练

规律及市场经济规律的管理模式，将我校高水平武术运动员培养成为"武德高尚、

文化扎实、技艺一流、能力突出"的复合型人才，以增强我校高水平武术队的竞

争力和发展潜力。  

2. 加快成立我校武术俱乐部，积极向教育部申报"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

向省体育局申请"武术高水平后备人才培训基地"。 在高校招生政策的有关规定

范围内，确保能够特招到国内高水平运动员，提升队伍竞技水平的起点。建立教

练员竞聘上岗机制，积极引进高水平教练员，不断提升教练员执教水平，争取5-6

年形成一支由"省内一流，国内知名"向“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迈进的竞技队伍。  

3.通过完善我校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学习和学籍管理等制度，有针对性地制

订培养方案，结合体院合作教学模式，使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训练两不误。通

过成立的高水平武术运动队积极参加各项赛事所取得成绩，扩大学校和队伍的影

响力。此外，在积极参与国内外高水平比赛的同时，承办一些国家级、常规性武

术比赛。在为我国武术事业发展作一份工作的同时，更能不断扩大学校和队伍的

影响力。进一步的设想是通过校企合作发展模式，使武术队由业余协会性质的俱

乐部向具有专业水准的俱乐部过渡，大胆吸收国内外优秀俱乐部的先进经营理念

和管理方式，不断优化队伍体制，健全运行机制，拓宽经营渠道，增强队伍的自

身造血功能，为实现队伍的竞技水平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4.为丰富校园文化以及推动健身运动在校园的普及，校武术队将起到核心作

用，同时不断吸收普通学生参与各级竞赛与推广活动。  

3.6加强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管理，营造校园武术健身气氛。建设校园文化，优化

学生阳光体育武术运动组织机构，健全各项制度，推动群众性武术活动的开展，

促进提高武术教学水平，是我校办高水平武术俱乐部的一个重要目的。为此，在

队伍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开发校内资源，大量举办武术培训班，举行

大、小武术比赛，使武术运动充分融入大学教育，达到培养健康型人才的目的。  

5.加快武术场地、器材、设备的配套建设 。场地、器材、设备的配套与完

善是建好武术俱乐部的物质保障。在我校已建体训馆的基础上，配套建设一座多

功能可承办大型武术比赛场地的比赛馆。此外，积极引进资金，扩大武术场地、

器材、设备的投入，为我校高水平武术俱乐部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井冈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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