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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简介

四川师范大学是四川省属重点大学、国家首批“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实施高

校，是四川省举办本科师范教育最早、师范类院校中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学校位于四

川省省会——成都市，现有狮子山校区、成龙校区、东校区三个校区。

办学历史悠久。学校创建于 1946 年，其诞生与东北大学有直接的历史渊源。抗战初期，

东北大学内迁到四川省三台县办学。抗战胜利后，东北大学迁回沈阳，留川师生在原校址上

创建了私立川北农工学院。1949 年，学校吸纳西山书院，更名为私立川北大学。1950 年，学

校合并私立川北文学院，组成公立川北大学，迁址四川省南充市，改称川北大学。1952 年，

以川北大学为主体，合并川东教育学院（原乡村建设学院）、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的部分专

业，组建四川师范学院。1953 年，原重庆师范学院部分系科师生进入四川师范学院。1956 年，

四川师范学院本科专业迁到成都狮子山。1964 年，原成都大学（现西南财经大学）数理化三

系并入我校。1985 年，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四川师范学院更名为四川师范大学。1999 年，

原煤炭部成都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整体并入我校。

学科门类齐全。学校是全国首批硕士授权单位，第十批博士授权单位，举办有文学、理

学、工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艺术学、农学等十一个学科门

类。建设有 2个博士后流动站、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6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24 个硕

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82 个本科专业，其中省级重点学科建设

项目 4个、一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 2个、二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 17 个；建设有教育部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 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个、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1个、四川省“2011”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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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创新中心 3个，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4个，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四川省

国别研究中心、四川省工程实验室 10 个，建有四川省省级大学科技园。

师资力量雄厚。建校以来，学校先后涌现出了以著名墨学家伍非百、我国社会学和民俗

学的创始人之一李安宅、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刘绍禹、楚辞学专家汤炳正、文献学

专家屈守元、训诂学专家刘君惠、凝聚态物理学专家赵敏光、拓扑学专家刘旺金、非线性分

析专家丁协平为代表的一批知名专家。学校教师先后获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7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1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1人,“国家级

教学名师”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6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 50 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116 人, “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

秀专家”30 人，“四川省千人计划”8人，“四川省教学名师”12 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

师德标兵、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等 28 人，四

川省优秀教师、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师德标兵等共 39 人次。另外，学校还特

聘了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千人计划”、国家“杰青”等 20 余位高层次人才。

育人成效显著。学校建有国家级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是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示范校和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高校，创办有 1所具有 33 年历史的“校中校”

——四川师范大学美育学校。学校建有“质量工程”国家级项目 90 项、省级项目 429 项，其

中，国家级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项目 3项，国家级特色专业 12 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国家

级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国家级人文社科普及基地各 1个，国家级精品课

程、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精品视频开放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5 门，“十一五”“十二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 19 部，学生承担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435 项，学校获近三届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2 项、四川省教学成果奖 96 项（其中一等奖 31 项），全国教育专业学位

教学成果二等奖 2项，全国教育专业学位优秀硕士论文 4篇，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

技能大赛近三年获得奖项 49 项（其中一等奖及以上 10 项）。办学 71 年来，培养了以中国

工程院院士李言荣、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勇、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郭鸿为代表的 30 余万名各

类毕业生，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科研成果丰硕。“十二五”以

来，学校共承担各类科研项目近 4000 项。其中，科技部科技支撑(重大研发)项目 4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含重大、重点)、国家艺术基金等国家级项目 30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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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级项目 700 多项。实际到校科研经费 2.5 亿余元，学术论文发表数量 1.1 万余篇，其中

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SCI/SSCI 一区等高级别论文近 400 篇，授权发明专

利 155 项,实施科研成果转化项目 1000 多项。2018 年，学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位居省

内第 2，省属高校第 1，全国师范类院校第 13 位，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数省内第

1，全国师范类院校并列第 3。

对外交流广泛。学校是四川省高校对外交流中心之一和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具有招收华侨、

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资格和接收澳门地区保送生的高等院校，已与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

所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关系，培养各类层次的境外留学生，

并开展各类层次、不同国别的中外联合培养项目；在韩国延世大学、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合

作建立了 2所孔子学院，与巴基斯坦佩德罗中学共建孔子学堂。建有日本研究中心、韩国研

究中心、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中法文化交流中心，与韩国延世大学合办“成都世宗学堂”。

社会服务有力。学校是“国务院民族团结先进集体”，长期发挥人才和科技优势，支持

地方经济社会尤其是教育事业发展，设有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四川省高校干部培训中

心、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四川省分中心、四川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四川省教

育厅四川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四川省教师继续教育四川师范大学培训中心、四

川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心等省级培训及研究机构。长期对口帮扶甘孜州理塘县、凉山州普格

县、广元市苍溪县、广安市武胜县等贫困县。2017 年，学校牵头成立 C5 教育精准扶贫联盟，

先后在南充市仪陇县、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广元市苍溪县、达州市达川区、凉山州普格

县、甘孜州理塘县建立“新农村建设学院”，助力精准脱贫。

四川师范大学扎根巴蜀大地办大学,服务治蜀兴川新战略。新时代，全体师大人坚定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致力于

把学校发展成为人民教育家诞生的摇篮、优秀校长成长的基地、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转化的平

台、国家和四川省教育的高端智库, 认真履行四川师大引领区域教师教育,促进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传承创新中华文明的责任和使命，不断提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和基础教育的能力。目前，全校师生员工团结和谐,朝气蓬勃,为把学校建设成为“国内一

流的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特色鲜明的教学研究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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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简介

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是在 1993 年成立的体育系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前身为四川师范

学院基础部体育教研室，历经体育部、体育系等历史沿革，于 2002 年更名为体育学院。学院

现拥有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两个本科专业以及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专业硕士等

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体育教育专业被评为四川省特色专业，学校体育学为省级精品课程。

目前在校本科生 1103 人，研究生 150 人。

体育学院建制齐备、师资雄厚、成果丰富。学院设立体育理论教研室、球类教研室、操

舞类教研室、田径游泳教研室、休闲体育教研室、民族民间体育教研室、公共体育教研室 7

大教研室，以及实验中心、体育竞赛与培训中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体育教育研究中心、

西部校园足球发展研究中心、特殊体育研究中心、军事体育研究中心、民族民间体育研究中

心等机构。现有专业教师 93 人，其中教授 10 人、副教授 40 人、博士和在读博士 7人，四川

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1人、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2人，国际级、国家级裁判员

22 名。近年来，学院在科研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承担各类科研项目共 50 余项，其中国家

社科基金 5项，教育部、省社科规划等课题 20 余项，出版论著、教材 27 部，在核心刊物发

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体育学院高度重视体育教育、竞技体育和群众性体育运动协调发展，重视校园体育文化

建设以及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以及特色人才的培养。学院现有女子篮球、定向越野和女子足

球三支只高水平代表队，以及田径、健身健美、舞龙舞狮、啦啦操、体育舞蹈、男子足球和

男子篮球等普通代表队。队伍近年来在国内赛场上屡获佳绩，其中女子篮球队曾获全国大学

生超级联赛冠军、CUBA 西南赛区冠军；定向越野队在洲际及全国各单项比赛中，共获得 1等

奖 40 余次；健身健美队先后获得 3项亚洲金牌和 31 项全国金牌，培养了 6名“国家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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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将”和数十名一级运动员；舞龙舞狮队获得全国比赛冠军 7项，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冠军 4

项。在“2017 中国高校体育竞赛排行榜”，四川师范大学位列全国高校第 27 名，在全国同

类高校中位居第一。

体育学院教学科研硬件设施完善。现拥有室外运动场面积为 90,278 平方米，室内运动馆

面积为 30,404 平方米，其中标准塑胶田径场 4个，标准游泳池 3个，网球场地 10 片，室外

篮球场地 30 余片，一个综合训练馆（内设体操馆、健身器械馆、体育舞蹈馆、武术跆拳道馆、

舞龙舞狮馆、乒乓球馆、羽毛球馆、篮球馆、排球馆），篮球比赛馆一座，各类体育设施设

备一应俱全。目前，学院拥有运动生理生化实验室、运动解剖学实验室、运动保健康复实验

室 3个教学实验室以及体质健康测评与促进实验室、运动心理学实验室、运动能力监测与分

析实验室 3个科研实验室，使用面积达 779 ㎡，实验室仪器、设备资产总额达到 600 余万元，

固定资产 1768 件，其中，万元以上设备 118 件，10 万元以上设备 13 件。2015 年，学院获得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项目经费 180 万元，进一步扩大了实验室规模，提升了实验室层次。

体育学院注重社会服务工作和对外合作交流。学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 71622 部队签署了

“军事体育共建单位”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在国内首开高校体育专业与军队深度融合发展的

先例。学院还加强校地合作，对口甘孜、凉山等民族地区进行体育精准扶贫工作。学院还专

门成立了培训与竞赛中心，完成了多项国培和省培任务，承办了全国、全省青少年校园足球

最佳阵容遴选工作及夏令营活动等多项活动。此外，学院注重对外合作交流，先后与俄罗斯、

加拿大、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等地区多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增强

了办学活力。

体育学院秉承四川师大“重德、博学、务实、尚美”的校训精神，遵循立足成都、服务

四川、面向全国、关注世界、注重内涵、强化特色、跻身一流的发展理念，朝着将体育学院

建设成为四川一流、西南知名、国内有一定影响以及师范特色鲜明的教学研究型学院的目标

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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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地点

04 月

26 日

12:00--18:00 参会专家报到 望江宾馆

18:00--20:30 欢迎晚宴 半岛春天

04 月

27 日

08:30--09:40

1.四川师范大学校长汪明义教授致辞

2.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分会常委

王健教授致辞

3.曲阜师范大学体育学科建设经验分享

曹莉（曲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

4.上海体育学院研究生培养经验分享

唐炎（上海体育学院研究生处处长）

5.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科建设情况汇报

张韧仁（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

杜 伟
（四川师

范大学副

校长）

狮子山校区

7教 B105

09:40--10:00

参会人员合影 生态广场

茶歇
狮子山校区

7教 B105

10:00--12:00

圆桌论坛议题：

1.体育学科发展方向

2.体育学科师资队伍建设

3.体育学科科学研究

4.体育学科科研基地建设

5.体育学科人才培养

6.体育学科学科影响力

圆桌论坛嘉宾：

杨 桦（北京体育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

王家宏（苏州大学原校长助理）

周爱光（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院长）

陈佩杰（上海体育学院校长）

陈 宁（成都师范学院校长）

刘 青（成都体育学院党委书记）

王 健（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党委书记）

周成林（上海体育学院教授）

陈 宁
（成都师

范学院

校长）

狮子山校区

7教 B105

12:00--13:30 午餐
柳堤餐厅

牡丹厅

15:00--17:00 分组讨论 望江宾馆

18:00--19:30 晚餐 望江宾馆

04 月

28 日
全天 离会 望江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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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尊敬的各位专家：

您好！

欢迎您来到“天府之国”成都，参加首届全国体育学科专业建设高层研讨

会。为了保证会议顺利进行，请您阅读以下内容：

一、日程安排

1．4 月 26 日

12:00--18:00 参会专家报到 地点：望江宾馆

18:00--20:30 欢迎晚宴 地点：半岛春天

2．4月 27 日

07:10--07:50 早餐 地点：望江宾馆

08:00 乘车去会场 地点：望江宾馆门口

08:30 开幕式 地点：狮子山校区 7教 B105

12:00--13:30 午餐 地点：柳堤餐厅牡丹厅

13:30 乘车回宾馆 地点：柳堤餐厅门口

15:00--17:00 分组讨论 地点：望江宾馆

18:00--19:30 晚餐 地点：望江宾馆

3．4月 28 日

07:30--08:30 早餐 地点：望江宾馆

09:00 离会 地点：望江宾馆

二、温馨提示

1．请各位参会专家了解本次会议的时间安排和乘车地点，会议期间如有其

他不明事宜，请与会务组联系。

2．请各位参会专家会议期间注意安全，会议期间如若需要提供帮助，请与

会务组联系。

三、联系方式

陈庆果：18982203606

沈建峰：13281147659



首届全国体育学科专业建设高层研讨会

参会嘉宾

杨桦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

原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体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体育学组组长；

全国高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王家宏教授，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体育学科评议组专家；

中国科学学会社会体育分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体育学组评委。

周爱光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院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体育学科评议组成员；

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体育学组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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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杰教授，上海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

上海体育学院校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体育学科评议组成员；

国家自科基金评审委员会生命科学部评委；

全国高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陈宁教授，成都师范学院，博士生导师；

成都师范学院校长；

全国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体育学组评委。

刘青教授，成都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

成都体育学院党委书记；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全国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体育学组评委。



首届全国体育学科专业建设高层研讨会

王健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党委书记；

教育部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周成林教授，上海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唐炎教授，上海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

上海体育学院研究生处处长；

全国运动训练教学联盟秘书长；

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曹莉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曲阜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院长；

世界华人体育管理协会理事；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