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 2019 年四川省普通高等院校体育专业 

青年教师说课比赛的通知 

 

 

四川省设置有体育专业的各普通高校： 

为推动四川省高校体育教学改革，鼓励青年教师广泛开展教学研

究，打造“金课”，全面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搭建青

年教师成长平台，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 2019年四川省普通高

等学校体育竞赛活动安排计划的通知，经四川省高校体育专业委员会

理事会研究决定，2019年四川省普通高等院校体育专业青年教师说课

比赛将于 2019 年 10月 22—25 日在四川师范大学（成龙校区）举办，

现将比赛规程发给你们，请按要求积极组队参加。 

 

大会组委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  



附件 1 

2019 年四川省普通高等院校体育专业 

青年教师说课比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四川省教育厅 

二、执行单位：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体育研究分会 

三、承办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四、协办单位：四川省学生体育艺术协会 

              成都市高等学校体育协会 

五、时间、地点 

时间：2019年 10 月 22日-24 日，25日离会 

地点：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成都市成龙大道二段 1819号） 

六、参赛条件 

1.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忠诚党的教育事

业； 

2.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1979年 9月 1日后出生的青年教师； 

4.已参加上届说课比赛的青年教师不得报名参加。 

七、推荐名额 

1.每个单位可推荐 3人参加体育专业青年教师说比赛，比赛设体育

理论课、体育术科课、公共体育课三个项目，每项限报 1人。 

2.参赛单位报领队 1人、教练 1-2 人。 



3.评委推荐，各参赛单位推荐 1名副教授及以上职称老师担任评委

工作；评委名单与报名表一起报送，不选派评委的单位需缴纳 650元评

委费，评委不足部分由承办单位选派。 

八、比赛办法及要求 

1.说课内容：普通高校体育专业和非体育专业的体育术科课、体育

理论课、公共体育课的任一版本，内容自选。 

2.比赛办法及要求 

(1)参赛单位领队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下午 17 点在会务组办公室

抽签确定选手参赛单元。 

(2)参赛选手按照比赛单元提前 30 分钟在比赛现场抽签确定参赛

顺序，未在规定时间参加抽签视为自动放弃。 

(3)抽签时提交 10 份纸质说课稿（用信封密封）给比赛现场工作人

员。 

(4)说课比赛时间为 12 分钟，参赛选手说课进行到 11 分钟时，计

时员举牌示意；说课进行到 12 分钟时，计时员报：比赛时间到，参赛

选手应立即停止说课。 

(5)比赛由评委会成员 5-7 人现场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

低分后再取平均分，并当场报出选手得分。 

(6)三个项目（体育术科课、体育理论课、公共体育课）分别在三间

多媒体教室同时进行。 

(7)参赛选手对比赛结果有异议，可持证据向专家组提出仲裁申请。

本次比赛实行一次终裁制度。 



(8)参赛选手可用 PPT 课件辅助（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2010、2007、2003版本制作均可）。 

(9)参赛选手提交和使用的比赛材料以及比赛过程中不得出现选手

姓名、单位名称以及单位标识（LOGO）等有关参赛选手信息等内容，否

则视为“参赛违规”。 

(10)说课比赛评分细则（见附件） 

九、获奖与奖励 

1.奖项设置 

(1)个人奖：术科课、理论课、公共体育课三个组分别评个人奖。 

(2)团体奖：按照三个组总分评团体奖。 

(3)优秀指导教师奖：获个人奖的指导教师。 

2.奖项比例 

一等奖：单项比赛成绩排序取前 20%者。 

二等奖：单项比赛成绩排序取中 30%者。 

三等奖：单项比赛成绩排序取后 50%者。 

团体奖：各队参赛选手得分之和排名（一等奖计团体 5 分，二等奖

计团体 3 分，三等奖计团体 1 分，分数相同的情况下按照参赛单位单项

成绩优者为先排序），取前八名。 

3.个人名次颁发荣誉证书，团体名次颁发奖牌。 

十、报到时间、比赛时间及地点 

1.各参赛单位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 10：00—17:00 在四川师范大

学体育学院（地址：成都市成龙大道二段 1819 号）第三运动场会议室



报到，10 月 23 日―24日比赛，25 日离会。 

2. 评委于 2019年 10 月 22日 14:00前，在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第三运动场会议室报到。 

备注：25 日，“第六届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学术会议”在我校成

龙校区召开（上午：开幕式+大会主题报告，下午：高峰论坛+分组口

头报告），欢迎各位同仁届时参与学习。 

十一、其他 

1.会务费用：参赛单位按 600 元/人缴纳会务费（包括领队、教练、

评委、参赛选手），由参赛单位在报到时统一缴纳，交通费、食宿费等自

理。 

2.联系人：蔡存军 

  联系电话：028-84483133   18981918362 

  工作群号：308997178   

3.本通知、会议日程安排及其他未尽事宜在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官网（http://spe.sicnu.edu.cn）、四川农业大学艺体学院网站“四川

省 高 等 教 育 学 会 体 育 研 究 分 会 ” 的 网 页 上 查 询

（http://ytxy.sicau.edu.cn/）。 

4.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特此通知 

                              大会组委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

http://ytxy.sicau.edu.cn/


附件 2 
2019 年四川省青年教师说课比赛评分标准 

指  标 标  准 
分

值 

评分等级 

优 良 中 

指导思想与教学目标 

教学指导思想明确； 

依据学科课程目标确定教学目标，目标明

确、具体。 

10 9－10 8－8.9 7－7.9 

教材分析 
从学科体系、章节联系整体分析知识结构。 

教材分析准确，教学重点、难点突出。 
10 9－10 8－8.9 7－7.9 

学情分析 
学情分析准确；教学效果预计符合教学要

求和学生特点。 
10 9－10 8－8.9 7－7.9 

教 

学 

过 

程 

结构与时间 教学结构设计科学；时间分配合理。 10 9－10 8－8.9 7－7.9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安排合理；学练（学思）结合合

理、密度适当。 
10 9－10 8－8.9 7－7.9 

教学组织 
教学组织形式多样、合理有效；师生互动

高效。 
10 9－10 8－8.9 7－7.9 

教学方法 

与手段 

教学方法运用得当，突出重、难点的有效

解决。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 

充分利用教学资源。 

10 9－10 8－8.9 7－7.9 

教学特色 
教学设计、结构、方法、手段、语言运用等

方面有特色、有创新。 
10 9－10 8－8.9 7－7.9 

课 件 

总体设计科学、结构合理、重点突出、多媒

体（音频、视频等）运用适当、整体效果好，

便于教学。 

10 9－10 8－8.9 7－7.9 

其他基本素质 
1.仪表大方、着装规范。 

2.普通话标准，语言表达准确简炼。 
10 9－10 8－8.9 7－7.9 

 总 分 100 

 

  



2019 年四川省青年教师说课比赛报名表 

参赛单位：                            

领队：           职务            联系电话：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                   

参赛人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出生年月 参赛题目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组别 

1  
 

    

2  
 

    

3       

  

2019 年四川省青年教师说课比赛评委推荐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任课情况 联系电话 微信号 

1  
 

    

特别说明： 

1、将报名表电子文档在 2019 年 10 月 10 日前发送到指定邮箱：772382062@qq.com； 

2、在 2019 年 10 月 10 日前将报名表纸质文档盖章后寄送至成都市成龙大道二段 1819 号，

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蔡存军老师收 邮编：610101  电话：18981918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