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晋教体函〔2021〕67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第十四届全国学生

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山西省论文评审结果的通报

各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以下简称“科

报会”）7月在山东省青岛市闭幕。本届科报会的主题是“健康

中国·学校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报会集中体现

近年来我国学校体育科学研究的最新水平，是全国学生运动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科报会我省共征集论文 415 篇，经专家

组评审共遴选出 160 篇论文报送全国参评，最终共有 43 篇论

文获国家级奖项，其中 2 篇获全国一等奖，14 篇获全国二等

奖，27 篇获全国三等奖。其余 117 篇论文获省级三等奖，太

原市教育局等 16 个单位获省级优秀组织奖。

为推动新时代我省学校体育科研水平高质量发展，激励广

大一线体育教师和学校体育工作者积极从事学校体育工作科

学研究，现将获奖情况予以通报，望获奖单位及个人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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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学校体育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为我省学校体育发展

贡献力量。

附件：1. 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全国

获奖名单

2. 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山西省科学论文报告

会获奖名单

3. 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山西省科学论文报告

会优秀组织奖名单

4. 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各单

位获奖情况统计表

山西省教育厅

2021 年 8 月 2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1

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

全国获奖名单

序号 一等奖

1 大学体育思政“嵌入式”教学模式的研究 谭志丽 袁园 中北大学

2
Yo-Yo间歇耐力测试对足球运动员不同着地动作运

动学特征的影响

郭浩 刘瑞瑞 李文

彦 侯捷 张美珍
太原理工大学

序号 二等奖

1
“自主—合作”教学法在高校篮球公共课教学中对

男生体质的影响
张涛 宋海鑫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2 远程混合式体育教学的应用研究 武瑞杰 赵财丽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3
PBL 项目式学习：体育研学旅行课程实践的困境与

出路
王雅婷 郑旗 白雪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4
高校“竞教结合”体育教学改革实践研究——以健

美操为例
刘军萍 郭红兵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5 江苏省 13 城市中考体育测试对比研究 施文海 太原师范学院体育系

6
高强度间歇训练和中等强度持续训练对超重/肥胖

青少年干预效果比较的 meta 分析
霍凯文 翟美玲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7
选项课项群组合教学与学生身体素质发展关联的

实证研究

吴文璐 史冬博 霍

鹏飞
太原理工大学体育学院

8
基于扎根理论的在校大学生公共体育服务获得感

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李金鹏 郑旗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9
八段锦锻炼对女大学生睡眠质量及血清炎症因子

水平的影响
崔建梅 中北大学

10
农村小学学生参与课余体育活动现状的调查与分

析
李飞

沁源县韩洪乡

中心学校

11
护踝类型对落地时下肢运动生物力学的影响：Meta

分析的系统评价

张泽毅 李文彦 侯

捷 刘瑞瑞 张美珍
太原理工大学

12 “文化反哺”与高校体育文化价值重构 张晋峰 太原科技大学

13
21 世纪以来国外奥运会研究的多学科视角述评与

前沿趋势
郭兆霞 太原理工大学体育学院

14
运动 APP 诱导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养成的关联性

研究

王瑞婷 史冬博 霍

鹏飞
太原理工大学体育学院

序号 三等奖

1 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文化民族精神的契合研究 李建强 朔州市第一中学

2
中职院校学生课外体育锻炼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以华北机电学校为例
姚强 华北机电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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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促进学生体测达标为导向基于“线上、线下融合”

的体育教学模式研究
毛磊 任丽芳 山西能源学院

4
健康相关课程对某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健

康素养的影响

李海伟 邓慧竹

武文静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5
基于 QFD 的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研究——以

太原市高校为例
韩宙 纪云哲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6
健康中国视域下高校休闲体育人才培养建构的研

究

高梦锦 马娜 吴晔

宋洁 田鹏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7
学生体质健康研究:合作、演进、热点—基于

Citespace V 的可视化分析
何顺萌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8
混龄户外运动大循环对幼儿大肌肉动作发展的影

响
董水英 王月英 闻喜县苗圃幼儿园

9 太原市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刘映海 范晨曦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10 HIIT 应用于中学体育课堂的可行性分析
盛禄君 冯婷 刘虎

景小俨
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

11 地方性高校体育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丁剑翘 冯青山田利

军
山西大同大学

12 加强学校体育法治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喻庆华 平陆县平陆中学

13
基于知识图谱下近 10 年国内学校体育的可视化分

析
罗浩 贾瑾新 王胜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14
法治与效率：我国高校体育场馆运营管理的法律问

题探究

张智敏 王志强 张育

存
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

15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风险感知与身体活动的关

系：正念与计划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
丁樑 吕梁学院

16
身体成分指标预警对大学生体育锻炼动机干预研

究
乔京转、周姣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17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山西省大学生健身锻炼态度

与行为研究

冯本余 米莹莹 王晶

晶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18
基于抑郁和体质的中学生体育活动对校园欺凌影

响机制研究
申晋波 运城学院体育系

19
体育锻炼对中学生心理品质的影响——以运城市

永济市中学为例
李鸽 永济市蒲州中心校

20 扬州市部分中学课余体育训练的调查研究 史伟 王金車 太原师范学院体育系

21 繁峙县中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现状的调查研究 刘艺花 山西省繁峙县彩璟小学

22
毽球平推组技战术运用与分析——以 2015 年山西

省毽球锦标赛为例
牛翔宇 闻喜县东镇南街小学

23
运动性疲劳对足球运动员躯干和下肢运动学特征

的影响

张美珍 刘瑞瑞

李文彦 尹彦 吉丽慧
太原理工大学

24 足球运动员视觉搜索特征的 Meta 分析
李文彦 侯捷

刘瑞瑞 贾敏 张美珍
太原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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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髌腱末端病危险因素及治疗方案的研究进展
侯捷 李文彦 刘瑞瑞

王晨 张美珍
太原理工大学

26 “足球特色学校”小学生四五年级足球兴趣培养 张红霞
太原市晋源区第六实验

小学

27
以“一校一品”为抓手全面推进学校体育特色建设

——山西医科大学“美丽山医杯”创新赛制探究
张天光 山西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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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山西省科学论文报告会

获奖名单

序号 特等奖

1 大学体育思政“嵌入式”教学模式的研究 谭志丽 袁园 中北大学

2
Yo-Yo 间歇耐力测试对足球运动员不同着地动作

运动学特征的影响

郭浩 刘瑞瑞 李文彦

侯捷 张美珍
太原理工大学

序号 一等奖

1
“自主—合作”教学法在高校篮球公共课教学中

对男生体质的影响
张涛 宋海鑫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2 远程混合式体育教学的应用研究 武瑞杰 赵财丽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3
PBL 项目式学习：体育研学旅行课程实践的困境

与出路
王雅婷 郑旗 白雪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4
高校“竞教结合”体育教学改革实践研究——以

健美操为例
刘军萍 郭红兵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5 江苏省 13 城市中考体育测试对比研究 施文海 太原师范学院体育系

6
高强度间歇训练和中等强度持续训练对超重/肥

胖青少年干预效果比较的 meta 分析
霍凯文 翟美玲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7
选项课项群组合教学与学生身体素质发展关联的

实证研究
吴文璐 史冬博 霍鹏飞 太原理工大学体育学院

8
基于扎根理论的在校大学生公共体育服务获得感

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李金鹏 郑旗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9
八段锦锻炼对女大学生睡眠质量及血清炎症因子

水平的影响
崔建梅 中北大学

10
农村小学学生参与课

余体育活动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李飞

沁源县韩洪乡

中心学校

11
护踝类型对落地时下肢运动生物力学的影响：

Meta 分析的系统评价

张泽毅 李文彦 侯捷

刘瑞瑞 张美珍
太原理工大学

12 “文化反哺”与高校体育文化价值重构 张晋峰 太原科技大学

13
21 世纪以来国外奥运会研究的多学科视角述评

与前沿趋势
郭兆霞 太原理工大学体育学院

14
运动 APP 诱导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养成的关联性

研究
王瑞婷 史冬博 霍鹏飞 太原理工大学体育学院

序号 二等奖

1 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文化民族精神的契合研究 李建强 朔州市第一中学

2
中职院校学生课外体育锻炼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以华北机电学校为例
姚 强 华北机电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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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促进学生体测达标为导向基于“线上、线下融

合”的体育教学模式研究
毛磊 任丽芳 山西能源学院

4
健康相关课程对某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健

康素养的影响
李海伟 邓慧竹 武文静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5
基于 QFD 的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研究——以

太原市高校为例
韩宙 纪云哲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6
健康中国视域下高校休闲体育人才培养建构的研

究

高梦锦 马娜 吴晔

宋洁 田鹏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7
学生体质健康研究:合作、演进、热点—基于

Citespace V 的可视化分析
何顺萌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8
混龄户外运动大循环对幼儿大肌肉动作发展的影

响
董水英 王月英 闻喜县苗圃幼儿园

9 太原市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刘映海 范晨曦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10 HIIT 应用于中学体育课堂的可行性分析
盛禄君 冯婷 刘虎

景小俨
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

11 地方性高校体育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丁剑翘 冯青山 田利军 山西大同大学

12 加强学校体育法治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喻庆华 平陆县平陆中学

13
基于知识图谱下近 10 年国内学校体育的可视化

分析
罗浩 贾瑾新 王胜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14
法治与效率：我国高校体育场馆运营管理的法律

问题探究

张智敏 王志强

张育存
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

15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风险感知与身体活动的关

系：正念与计划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
丁樑 吕梁学院

16
身体成分指标预警对大学生体育锻炼动机干预研

究
乔京转 周姣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17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山西省大学生健身锻炼态度

与行为研究

冯本余 米莹莹

王晶晶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18
基于抑郁和体质的中学生体育活动对校园欺凌影

响机制研究
申晋波 运城学院体育系

19
体育锻炼对中学生心理品质的影响——以运城市

永济市中学为例
李鸽 永济市蒲州中心校

20 扬州市部分中学课余体育训练的调查研究
史伟 王金車

刘映海
太原师范学院体育系

21 繁峙县中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现状的调查研究 刘艺花 山西省繁峙县彩璟小学

22
毽球平推组技战术运用与分析——以 2015 年山

西省毽球锦标赛为例
牛翔宇 闻喜县东镇南街小学

23
运动性疲劳对足球运动员躯干和下肢运动学特征

的影响

张美珍 刘瑞瑞 李文彦

尹彦 吉丽慧
太原理工大学

24 足球运动员视觉搜索特征的 Meta 分析
李文彦 侯捷 刘瑞瑞

贾敏 张美珍
太原理工大学

25 髌腱末端病危险因素及治疗方案的研究进展
侯捷 李文彦

刘瑞瑞 王晨 张美珍
太原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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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足球特色学校”小学生四五年级足球兴趣培养 张红霞
太原市晋源区第六实验

小学

27

以“一校一品”为抓手全面推进学校体育特色建

设——山西医科大学“美丽山医杯”创新赛制探

究

张天光 山西医科大学

序号 三等奖

1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学校体育研究的热点分析及

趋势展望
王杰 董晋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2
基于 Citespace 的瑜伽干预和健康促进的研究述

评
刘生杰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3 基于家庭动力学视域的中国家庭体育探索 李瑛 顾小霞 李宁 山西财经大学体育学院

4 DRAT 视域下学校体育善治路径研究 张婵 任康龙 山西财经大学体育学院

5 新中国成立 70 年我国学校体育研究历程 姚晓芳 长治学院

6 我国瑜伽干预和健康促进的研究述评 张军霞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7 建国以来我国学校体育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温宇蓉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8 小学生体育学习能力的分析研究 吴晨 周刚 太原市第四实验小学

9
“信息化教学”时代下小学体育教育的发展路径

探析
郝舜 周刚 太原市第四实验小学

10
疫情下小学生体育课外作业的实

践演变——基于行动研究的反思

魏斌 范高鹏

张展 赵勇
太原市迎泽区东岗小学

11 保障小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视频课实施对策研究
张展 魏斌

范高鹏 赵勇

太原市迎泽区双塔西街

小学校

12 有效地体育课后自主练习源自于教师的精心设计 王睿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

大东流小学

13
“导学任务单”在小学花样跳绳教学中的实践研

究
孟旭红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

一流小学校

14 分层教学对小学体育技能学习的有效性研究 王君宇
太原市小店区育杰

小学校

15 国际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改革与发展 刘文军 韩亮 太原市第四十七中学

16
篮球项目“三大步上篮”的“拨乱反正”教学

策略
杨威

长治市潞州区惠丰

小学校

17 体育中考对襄垣县初中学校体育教学的影响研究 葛强 襄垣县古韩镇中学

18
班级足球联赛组织形式对激发和培养中学生足球

运动兴趣的探究
刘鹏 杨洁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附属学校

19 临汾市蒲县体育实践课教案的现状与分析 张晶晶 蒲县城关小学

20 太极拳运动在中学的开展现状调查与分析 贺飞 神池第三中学

21
体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现状调查与分析

——以山西省晋城市阳城二中为例
宋勇锋 卢慧慧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二中

22
多元化教学模式在高中体育教学中的运用现状—

以芮城县为例

曲雪 张雯 梁蒙蒙

蔡坤
芮城中学

23 体育游戏教学对足球教学效果的影响 陈良枝 稷山县稷王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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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体育游戏中幼儿合作能力培养的研究
郑彩红 董晶 薛慧娟

张庆 姚师婧
永济市示范幼儿园

25 幼儿园户外活动中民间体育游戏的开展 淡莎 王磐 田新荣 芮城县条山街幼儿园

26 幼儿体育教育现状分析及对策 牛江丽 裴鑫瑞 裴艺琳 河津市第四幼儿园

27 不同就读模式下七年级学生耐久跑水平变化分析 韩顺超 刘映海 魏国磊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28
大众健身视角下健身气功在高校教学实践中的创

新与发展
李光全 崔艳华 顾勇 太原理工大学

29
全民健康视域下学前教育开设足球游戏课程的可

行性分析
沈国征 周通 王康宏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30

我国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研究热点与演进

趋势——基于 CNKI(2000-2020 年)高频关键词共

词可视化分析

张思奇 冯晓丽 王婷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31
教学质量国标背景下地方财经类院校体育经济与

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
王雁 上官婷 山西财经大学体育学院

32
对蒙台梭利幼儿体育思想的探究：原理、理念与

启示
刘铮 张宇竹 山西财经大学体育学院

33 成果导向视角下运动生理学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付奕 中北大学

34 孔子学院武术教育教学研究述评 杜美 中北大学

35 中美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比较研究及启示 潘志国 运城学院体育系

36
根植晋中•花开世界---传承发展视域下校园柔力

球特色课程构建研究

刘华 王苗

冯守玲 王永萍
晋中学院

37
基于健康中国视野下大学生体育素养培养路径与

实证研究
褚婷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38
基于传统民族体育舞蹈“翼城花鼓”的小学校本

课程开发研究

张晶杰 刘彦平

赵建强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39 学生体质健康方面出现的新问题与影响 王茜
长治市十七

中学校

40
长治市第六中学校初一入学学生体质状况调查分

析

武斌 韩树峰

陈艳红 史翔宇
长治六中

41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特点的分析--以临汾市第

一小学为例

赵晋 冯婷 刘虎

景小俨
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

42 “阳光体育”对小学生体质健康的影响 邓涛 临汾市第一小学

43
体能训练对小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分析——以西

沟小学为例
王堃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赵

城中心校

44 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现状研究及应对策略
贾桂桢 刘洋

张建芸 王浩 陈英
朔城区一小

45 运城市 6－18 岁城乡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差异分析 王莉 运城市教育局

46
相同步频梯度下超重肥胖初中男生能量消耗特征

研究
冯茜雅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47
体力活动对学龄前儿童（3~6 岁）基本动作技能

影响研究---以临汾市为例
王雪 陈乐琴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48 中学生体质测试中“免测”现象研究 张大力 太原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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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中学生上交叉综合症力量训练矫治效果的实验研

究
申建喜 太原科技大学

50 短式网球在学前体育教学中开展的研究 耿宝军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51 某乡镇学校初中生体力活动与心肺耐力关系研究 许源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52 阳曲县农村小学体育场地器材现状调查与分析
卢武仙 安效兵 郭玉荣

白果全 王莹

太原市阳曲县新阳街小

学校

53 中考体育的现状及改革对策浅析 王彬
太原市万柏林区开城街

学校

54
变革学校体育考试模式对学生身体素质的实验性

研究
安晓怡 介休市第三中学校

55
英国“Clubmark”对我国学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建设的借鉴
付文生 冯星星 山西财经大学体育学院

56
新时代农村学校体育教师师资队伍建设方法的研

究
王兴宇 望狐乡九年制学校

57 长治市第六中学校体育教师心理契约变化的研究
史翔宇 武斌 韩树峰

陈艳红 王忠亮
长治六中

58 学生视角下优秀体育教师的质性研究 谭娟 太原理工大学体育学院

59 海峡两岸体育教师职前教育比较研究 孙静 李津蕾 田利军 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

60 高校体育教师身体自尊现状分析 栗晓燕 晋中学院

61 “健康中国”理念下高校教师健康评估实证研究 段晋东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62
基于扎根理论的优秀中小学体育教师特征研究—

—以 CCTV5《我是体育教师》为例
郭宏霞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63
实习体育教师主动性学习、教师胜任力与职业认

同感的关系研究
韩亚丽 张伟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64
红景天改善马拉松业余选手氧化应激损伤的代谢

组学机制

韩雨梅 贾怡 田俊生

刘杨子纯 刘相玉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65 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影响的研究述评 何素艳 武文娟 太原理工大学体育学院

66
农村小学生身体活动的时空特征研究——以霍州

市农村小学为研究对象
樊大为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67 国内外运动干预近视研究进展的可视化分析 邓慧竹 李海伟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68
山西省某高校学生常见疾病与不良生活方式的关

系研究

孙永胜 杨德兵 刘斌钰

张年萍 朱壮彦 张丽红
山西大同大学医学院

69
健康中国背景下大学生体育意识与行为的调查研

究
陈俊 樊晓佳 运城学院体育系

70
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

民族传统体育在学校体育中的回归与重构
暴丽霞 冯强 王凯歌 运城学院体育系

71 青少年健康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研究 张磊 吕梁学院

72 高校食品安全共性问题及策略研究 田鹏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73 健康管理对高校教师健康促进的推进研究
吴晔 田鹏 宋洁

高梦锦 马娜 成民铎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74
国际近 10 年运动与免疫研究的文献计量及可视

化分析
孙靖昆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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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聋校开展足球运动对聋人中学生心理亚健康改善

的研究
许宁 太原市聋人学校

76 感觉统合训练对自闭症学生的康复作用 郭秀丽
太原市杏花岭区特殊教

育中心学校

77 体育锻炼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赵银银 华北机电学校

78
体育锻炼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以通化

镇中小学为例

杨茜 任肖娜

杜妮

万荣县通化联区

东毋庄小学

79 体育干预对预防校园欺凌的可行性研究 郭燕兰 刘映海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80
跨学科视角下提高大学生

身心素质的实验研究

燕鹏 刘景玉 杨雯婧

张晓娟

山西中医药大学

体育教学部

81
新冠病毒肺炎期间居家体育锻炼对大学生焦虑和

抑郁影响的研究
赵慧彪 原军 岳建光 山西工商学院

82
运动世界校园 APP 在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中的运用

结果分析
原军 赵慧彪 山西工商学院

83
体育锻炼对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现状与热点

分析——基于 CiteSpaceⅤ软件的知识图谱分析
耿赵勇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84 初级中学耐力跑专项练习量化模型的应用 崔峻 清徐县杨房学校

85
太原市北格镇小学生篮球运动开展现状调查研究

——以小店区北格镇梁家庄小学为例
贾家伟

太原市小店区北格镇梁

家庄小学

86 初中女生 800m 训练方法与手段的探讨 王娟娟 晋源区古城营小学

87
中学毽球社团教学中分级互长训练模式的可行性

研究
刘一姣 张强

北京师范大学大同附属

中学校

88 软梯训练在小学生课余篮球训练中的应用 侯凯刚 华北机电学校

89
基于 SWOT 分析下的中小学啦啦操教学与训练的

创新思维综合研究
闫芳 垣曲县城东小学

90
结构与重组：体育强国背景下学校体育学科体系

的审视与思考
于镇豪 陈梦龙 刘映海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91
足部姿势及类型对下肢损伤运动生物力学特征的

影响

刘瑞瑞 李文彦 侯捷

贾敏 张美珍
太原理工大学

92
普通高校篮球运动员低重心运球突破的干预效果

研究
王江 任梦南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93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问题审视研究 张学兵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94
“plyometric”训练：几种界面的对比研究进展

及训练启示
郭成根 太原师范学院体育系

95 外援的引入对中国男子篮球联赛的影响 闫磊 太原师范学院体育系

96 训练冲量在乒乓球运动员负荷监控中的应用研究 曹颖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97
高职院校运动训练队新型“现代学徒制”培养训

练模式研究
张健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98
高校校园足球竞赛体系创新模式研究

以山西省为例
褚楠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99 山西省高校啦啦操运动队的 SWOT 分析研究 邢时苗 冯瑞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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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阳曲县城中小学生课外体育活动情况调查分析
江晓冬 王莎

赵慧忠 王伟栋
新阳街小学校

101 加强排球社团建设，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陈智慧 长子县一中

102
小学大课间活动开展现状及发展策略——以洪洞

县甘亭镇为例
毛丽蓉 洪洞县甘亭镇杨曲学校

103 积极发展棒垒球运动，开发特色社团课程 宋文君 张楠楠 山西省晋城爱物学校

104 创新幼儿园大课间活动的实践研究

许艳珍 毛秀芳

李云娜 谢万青

王卓平

万荣县城镇幼儿园

105 阎锡山权治时期山西体育教育的范式研究 彭欣 史冬博 霍鹏飞 太原理工大学

106
新时代高校体育文化研究

——兼论大学生运动行为养成
李健康 余笑 张新英 山西财经大学体育学院

107
新阳街小学学生足球运动开展现状与推进策略研

究

王莹 白果全 卢武仙

江晓冬 王伟栋

太原市阳曲县新阳街小

学校

108 武术教学在中小学体育教育中的发展困境 赵亚运
太原市小店区北格镇辛

村小学

109
小学校园足球运动开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策及

研究
郭成军 襄垣县太行小学

110 新时代下山西省临汾市冰雪运动进校园推广研究
杨乐 李禄军 李秋玲

韩涛 穆李虎
临汾市五一路学校

111
“SPOC+翻转课堂”模式在体育教学论课程中的应

用研究
马苗 运城学院体育系

112
山西省大运会体育院系组速度性项群竞赛成绩的

唯象分析
刘宏强 连治 潘玲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113
山西省中学足球教师职业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研

究
董英俊 郭兆霞 孙楚 太原理工大学体育学院

114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学校体育的影响与启示
孟春雷 申国栋 牛慧琴

武佳荣 曾凡琦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115
花样跳绳对高校女大学生平衡和协调性影响的实

验研究
袁雪雪 陈乐琴 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116 动商理念下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体系优化策略 马妮 张雨刚 运城学院体育系

117 高校实施足球竞赛联盟机制的构想 张龙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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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山西省科学论文报告会

优秀组织奖名单

太原市教育局 运城市教育局 长治市教育局

临汾市教育局 忻州市教育局 大同市教育局

山西师范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大学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大同大学 中北大学

运城学院 太原科技大学 太原师范学院

吕梁学院



附件 4

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各单位获奖情况统计表

序号 市教育局 上报数量 获奖情况 总分

1 太原市教育局 41 全国三等奖 1 篇；省内三等奖 18 篇 99

2 运城市教育局 35 全国三等奖 4 篇；省内三等奖 9 篇 78

3 长治市教育局 18 全国三等奖 1 篇；省内三等奖 8 篇 46

4 临汾市教育局 15 省内三等奖 6 篇 33

5 忻州市教育局 9 全国三等奖 1 篇 13

6 大同市教育局 6 省内三等奖 2 篇 12

7 朔州市教育局 2 全国三等奖 1 篇；省内三等奖 1 篇 9

8 晋中市教育局 3 省内三等奖 2 篇 9

9 晋城市教育局 2 省内三等奖 2 篇 8

10 阳泉市教育局 0 0

11 吕梁市教育局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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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等院校 上报数量 获奖情况 总分

1 山西师范大学 26 全国二等奖 3 篇、三等奖 2 篇；省内三等奖 17 篇 103

2 太原理工大学 26 全国一等奖 1 篇、二等奖 4 篇、三等奖 3 篇；省内三等奖 6 篇 89

3 山西大学 21 全国二等奖 2 篇、三等奖 4 篇；省内三等奖 7 篇 70

4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20 全国三等奖 2 篇；省内三等奖 5 篇 43

5 山西财经大学 20 省内三等奖 6 篇 38

6 山西大同大学 20 全国三等奖 3 篇；省内三等奖 2 篇 38

7 中北大学 12 全国一等奖 1 篇、二等奖 1 篇；省内三等奖 2 篇 33

8 运城学院 14 全国三等奖 1 篇；省内三等奖 5 篇 33

9 太原科技大学 17 全国二等奖 1 篇；省内三等奖 2 篇 29

10 太原师范学院 13 全国二等奖 1 篇、三等奖 1 篇；省内三等奖 2 篇 29

11 吕梁学院 21 全国三等奖 1 篇；省内三等奖 1 篇 28

12 山西工商学院 10 省内三等奖 2 篇 16

13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9 省内三等奖 2 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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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等院校 上报数量 获奖情况 总分

14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6 省内三等奖 3 篇 15

15 晋中学院 7 省内三等奖 2 篇 13

16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12 12

17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 省内三等奖 2 篇 8

18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1 全国二等奖 1 篇 7

19 山西医科大学 1 全国三等奖 1 篇 5

20 山西中医药大学 2 省内三等奖 1 篇 5

21 山西能源学院 1 全国三等奖 1 篇 5

22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全国三等奖 1 篇 5

23 山西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5 5

24 山西农业大学 4 4

25 长治学院 4 4

26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 省内三等奖 1 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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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等院校 上报数量 获奖情况 总分

27 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 2

28 太原工业学院 1 1

29 太原学院 1 1

30 山西传媒学院 1 1

31 山西警察学院 1 1

32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1 1

33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1 1

34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1 1

备注：每报送一篇论文计 1 分，全国一等奖计 9 分，全国二等奖计 6 分，全国三等奖计 4 分，全省三等奖计 3 分，同一篇获奖论文不重复计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