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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111章章章章 学校及体育部门介绍学校及体育部门介绍学校及体育部门介绍学校及体育部门介绍

1.1 上海中医药大学概况

创立于 1956 年的上海中医药大学，是新中国诞生后国家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药高

等院校之一。学校位于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科研教育区内，占地 500 余亩，教学设施齐

全，环境优美。目前，学校各类在校生有 9300 余人，其中博士生 400 余人、硕士生 1100

余人、本专科生（包括高职）5300 余人，成人教育 1700 余人，长期外国留学生 800 余

人。目前学校已与 14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有来自日、韩、俄、法、英、美、

德、意等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短期留学生每年 1000 余人次。

建校 50 多年来，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各级各类中医药专门人才，校友遍布 6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学校拥有 600 多名专家和教授，2名两院院士, 多名全国名中医、上海市

名中医以及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等。2008 年中医学专业通过了教育部试点认证。

学校现有 19 个二级学院及部门。3所直属附属医院，曙光医院、龙华医院、岳阳中

西医结合医院，均为三级甲等医院。2所非直属附属医院，普陀医院和上海市中医医院。

16 个附属及共建研究所。10 个研究中心。另外还成立了由上海 19 家中医机构组成的医

教研联合体。3个教育部基地：中国大学生武术训练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

地、国家理科基础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学校还是国家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区”和“特色专业点”建设高校；现有 3个一级学科授权的博士点：中医、中药与

中西医结合学科，同时也都是博士后流动站，其中中药学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一，中医

学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二；15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3 个硕士点；29 个本、专科专业（方

向）；同时，学校还有 9个继续教育的本、专科专业。

我校实行研究院与学校合署的管理体制，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是全国七大中医药研

究中心之一。学校现有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 4个：中医外科、中药学、中医内科及中医

骨伤科学，另有国家重点学科（培育）2个：中医医史文献学、针灸推拿学；教育部（省

部共建）重点实验室 2个，教育部工程中心 1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建设单位

4个，三级实验室 24 个。上海市重点学科 9 个。上海市高校 E-研究院 2 个；上海市教

委第五期重点学科 5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 1个。

学校的办学目标是朝着研究教学型、特色型、外向型方向不断努力，建成为国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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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世界著名的中医药大学。

1.2 体育部概况

上海中医药大学有着悠久的体育传统，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学校始终把体育工作

放在重要位置。体育部下设传统保健体育、公共体育、运动医学三个教研室和国际体育

交流中心、后勤中心五个分支，承担全校的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体育科研、学生体质

健康测试以及运动医学学科建设和学生管理等各项工作，目前体育部有体育教师 28 名，

学生辅导员 1名，教辅 4名。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校进行俱乐部制体育课教学模式改革，经过了 10 多年的探索和

实践，无论在教学质量还是学生积极性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通过增设学生感

兴趣的体育项目、加强传统保健体育教学、进行能力考核、丰富体育社团、组织各种体

育比赛等一系列措施，学生无论在身体素质、运动技能，还是在心理素质和创新能力方

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校的传统保健体育是学校的特色，经过多年的探索和不断创新 ，

我校积累了丰富的传统保健体育教学经验，并创编了多套中医养生功法，如八段锦、五

禽戏和易筋经等，投入市场后反响均不错。

1996 年我校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生武术训练基地”，校武术队被教育部评为

高水平运动队。校排球队在 2000-2002年连续三年获得全国大学生“永林杯”软式排球

比赛第一名。学校女子排球队于 2005 年被评为高水平运动队，女篮和游泳也发展得有

声有色。排球队在被评为高水平运动队以来，在学校领导多年的关心支持下，成绩每年

都有进步，2008-2009 年取得了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第四名的好成绩。

科研方面，06-09 年间，我部负责了上海市教委的课题 6 项，体育局的课题 7 项 ，

校级课题 10 余项。凭借学校的中医药大环境以及体育部良好的运动氛围，我部于 2003

年成立了运动医学专业，学制为五年制本科，这在国内是首次。2005 年我部开始了第一

届传统保健体育硕士招生，研究生的培养对我们更是挑战，我们体育部也正全力以赴，

以学科建设为龙头，逐步提升体育部的教育教学水平、高水平运动队竞技水平和科研能

力。

表 1.2 体育部师资及教练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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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222章章章章 学校高水平女子排球队情况介绍学校高水平女子排球队情况介绍学校高水平女子排球队情况介绍学校高水平女子排球队情况介绍

上海中医药大学女子排球是我校传统项目，成立于 1987 年，秉承中国“女排精神”,

在上海市委和学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经过 23 年的建设与发展，在规范招生、课余训

练、医务监督、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运动设施设备、竞赛组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为进一步探索排球运动“体教结合”的创新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学校女子排

球队在 2000-2002 年连续三年获得全国大学生“永林杯”软式排球比赛第一名。

基于学校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名额较少，目前学校女子排球队在兼顾室内比赛的同

时，也向沙滩排球方向发展，学校具有良好的沙滩排球训练场地及训练条件，于 06、07

年派队参加了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比赛，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目前，我校高水平女子排球队，教练人数 3人，专职教练 1人，实行主教练负责制 。

其中 1位副教授，1位讲师，1位助教，2名沙滩排球国家级裁判员。教练员队伍知识结

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合理。校领导及体育部领导极为重视运动员的学业 ，

正确引导学生运动员的训练和学习，使他们明确训练、学习的目的任务，对于学习与训

练成绩兼优的运动员，做到及时表彰，并且已有几位高水平运动员被推荐直升研究生。

上海中医药大学女排是一支团结、拼搏、奋进、富有朝气的队伍，长期得到校领导

和学校同仁的关心支持。女排队员们以“女排精神”为榜样，执着追求，勇攀高峰，具

有良好的大局观。身为学医之人的女排队员，对自身出现的运动损伤具有较为合理的控

制和恢复，这种自身优势是其他院校运动队不能比拟的。

学校高度重视校高水平排球运动队训练，学校具有中央空调等各种配套设施及标准

室内排球训练场馆，供排球队长年训练和赛前集训使用。室内排球训练馆两侧均有看台 ，

可容纳 564 人，面积为：1228.38 平方米。

我校高水平女子排球队具有稳定、充足的年度经费预算，财务管理制度完备，并能

有效监督落实，充分保障了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的需要。女子排球队每年有 11-12 万比

类 别 级 别 人数（位） 比例（%）

高级职称
教授 0 0

副教授 6 18.2

裁判员
国家级 4 12.1

一级 6 18.2

教练员
主教练 2 6.1

助理教练 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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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与奖励经费，日常训练营养费、器械、装备费 10-11 万元，人均经费为 1.5 万左右。

近几年在训练设施设备（包括康复）每年不低于 20 万元投入。

第第第第3333章章章章 体育部组织领导工作体育部组织领导工作体育部组织领导工作体育部组织领导工作

3.1 体育部组织结构

高水平运动队设有竞赛训练教研中心，由主任、教练员及专任教师组成，负责运动

队的训练和竞赛；配备有专职辅导员 1名，负责运动员的选课、成绩、学籍、奖学金、

就业、读研等事宜；设有国际武术交流中心，负责运动队的对外交流、社会共建等；设

有后勤中心，负责运动队的器材、场地维护等；设有运动医学服务队，由运动医学师生

组成，负责高水平运动员运动康复、医疗保健、医务监督、科学训练等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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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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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员

体质健

康测试

中心

体育部

后勤中

心

大学生

武术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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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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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上海中医药大学体育部高水平运动队管理机构组织框架

3.2 校领导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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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有专门的校领导分管高水平运动队的工作，校领导多次定期、不定期与体育部

领导就我校女子排球队的发展和建设进行探讨，并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多次在校长办公

会议、校体育运动委员会会议等讨论运动队的进一步发展；就排球队参与的各个比赛项

目的训练和比赛计划，体育部领导都给予了指导和具体的人事管理安排，并对运动队取

得成绩机制给予安排。经过二十几年的实践和探索，我校基本形成了一套女排管理的长

效机制，只有在遇到重大事项时向校领导专题报告，请领导协调和解决问题。

运动队训练场馆的硬件环境，配套的训练器材和队员的生活学习状况都得到了各级

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平时学校领导对运动队的训练和比赛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赛前校

领导都会亲临训练现场看望运动员训练，激发运动员刻苦训练、为校争光的责任感和荣

誉感。在比赛中及时肯定运动员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激励运动员的比赛斗志，比

赛后及时表扬比赛取得的成绩。

3.3 体育部及本运动队发展规划

3.3.1 体育部发展规划

短期规划

①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与定位：保证我校武术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维护和扩大中医

武术品牌的影响；保持女子排球队在上海高校的前列，每年参加一次全国高校沙滩排球

比赛，逐年提高运动成绩。

②运动队比赛和训练设施的建设及维护，在已有的包括武术训练房、身体素质训练

房、武术计分系统、空调系统、推拿康复室和运动员专用浴室等场地设施的基础上，逐

步完善及充实场地硬件配置，如新武术训练房、运动员体能训练设备，心率遥测仪、polar

表等科研监控设备，以及训练场馆专门地毯等的添置等。

③完善运动员管理条例(包括学籍、竞赛及奖励、运动员营养标准、遵守校纪校规、

直升硕士研究生、优秀毕业生的推荐和评比等)；

中期规划

①建设运动训练和运动员入学就业两个“一条龙”；

②建设、完善大学生武术训练基地、上海市高校武术艺术实践基地，发挥武术训练

基地培训和交流的优势，扩大基地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国外的知名度，争取更多的经费

支持武术队。创编武术拳操及功夫扇等武术创新项目，并在上海高校及全国范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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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编易筋经等中老年武术项目，并在上海市社区推广。

长期规划

①完善运动队的软件建设，充分发挥运动医学学科优势，配备专业人员进行随队医

务监督、治疗、营养和科研服务，基本达到专业运动员的保障能力；

②充分运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变化，积极调整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目标。

3.3.2 运动队发展规划

根据我校女子排球队的特点，制订了短期和中、长期的发展规划，明确阶段性目标

和实施方案。

短期规划：

①强化女排运动员的训练与生活管理制度，贯彻“严格训练，严格管理”的方针，

落实年度、阶段、周、课时训练计划，做好比赛记录、比赛总结、比赛技术分析报告等 ，

坚持运动水平、文化教育和思想素质教育三结合，做到管理与训练并重，以严格的管理

促使成绩的提高，以成绩的提高促进管理的完善。

②完善运动员管理条例（包括学籍、竞赛及奖励、运动员营养标准、遵守校纪校规 、

直升硕士研究生、优秀毕业生的推荐和评比等）。

③完善高水平运动队比赛机制，为运动员提供良好的比赛条件，创造良好的竞赛环

境，丰富运动员的比赛经验，提高运动员的比赛能力。

中期规划：

①继续加强女子沙滩排球队建设，完善各项硬、软件设施，争取每年参加一次全国

高校沙滩排球比赛，逐年提高运动成绩。

②继续同本市一些排球传统学校（二线运动队学校）进行对接，更加科学合理地对

我校女子排球队进行管理建设。

③完善运动队的软件建设，配备专业人员进行随队医务监督、治疗、营养和科研服

务，基本达到专业运动员的保障能力。

长期规划：

以科学发展观做指导，建设高水平女子排球队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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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一条龙训练建设体系及运动队基地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

我校已着手与浦东新区第二中心小学、浦东进才实验初中、进才中学合作，建立我

校排球高水平运动员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实现排球后备人才链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我

校还着力建设运动员从入学到毕业的一条龙，让运动员在不耽误学习的前提下练习排

球，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第第第第4444章章章章 运动队管理运动队管理运动队管理运动队管理

4.1 招生管理

我校招生管理工作，严格按照国家教育部有关规定进行招生，落实招生工作责任制

有关招生制度和条例，制定了《上海中医药大学招生管理人员规定》、《上海中医药大学

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工作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规定对群众举报进行登记，并及时做出

相应处理，同时对整个过程进行备案。运动队招生简章都及时在网上公布，招生计划符

合我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需要和实际情况，招生过程均无违纪事件发生。

表4.1.1 2006-2009年女子排球队招生人数一览表

表4.1.2 2006-2009年女子排球运动员级别统计表

具体操作流程为：

1、学校成立“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分管体育工作的校领

导任组长，成员由校纪检委负责人、教务处负责人、学生处负责人、招生办负责人、体

育部主任组成，全面负责高水平运动员的招生。

2、在“高水平运动员招生”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成立了运动员招生专家委员会，

排球运动员招生专家委员会由校纪委副书记夏文芳同志担任主任，上海体育学院排球教

研室主任裁判孟范生教授、校体育部主任吴志坤同志任副主任。组织教练组部分教师任

年份/项目 2006 2007 2008 2009

人数

合计

3

3

5

5

2

2

3

3

级别/年份 一级 二级 健将

2006

2007

2008

2009

1

3

5

1

3

合计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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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对运动员资格、运动技术水平严格考核，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并

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来约束招生工作人员的行为。

3、根据专项测试、专家组考核意见的情况，报“高水平运动员招生”领导小组,再

根据教育部、上海市教委关于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工作的政策规定和学校批给当年高水平

运动员招收人数的指标，经讨论研究，拟定当年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项目、人员名单；

向学校“高水平运动员招生”领导小组申报高水平运动员的名单，经同意后上报校招生

领导组审批后，由校招生领导组负责人、纪检委、教务处、学生处负责人、体育部负责

人签字，盖章后上报市教委、教育部学生司及有关外省、市教委。

注：上海中医药大学招生管理办法及招生简章见附件 2

4.2 学籍管理

运动员学籍管理归于体育部，由体育部分管学生工作的负责人领导体育部工作组，

并由专门负责学生工作的辅导员进行日常相关事宜的管理。在学籍管理上严格遵循《上

海中医药大学学生手册》的标准要求，结合高水平运动员的实际情况，由体育部制定《上

海中医药大学运动员管理条例》《上海中医药大学运动员办理离校请假规定》《上海中医

药大学运动员学生住宿管理规定》等条例，条例针对运动员个体的个体化培养方案、运

动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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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等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运动员入学后，根据运动员的实际情况，以人为本，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让运动

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兴趣选择专业，教师宏观的引导使这些运动员相对分散到各个

专业，既突出学生个人专业选择，又在体育训练管理上进行有针对的计划安排，保证训

练正常进行。上海中医药大学良好的学风对运动员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资源，因此对运动

员培养采用双重管理方法，即运动员所在二级学院和体育部运动员班的管理。近年来运

动队的违纪现象明显下降，而获得奖学金、直升硕士研究生人数在不断增加。通过校内

外的交流，学校排球队在社会上声誉不断提高。另外，我们建立了教练员、辅导员和家

长的沟通机制，制定了运动员训练、比赛选拔制度和运动员学籍管理条例。这些制度的

出台对运动员整体素质全面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在二十几年的实践中，安排处理好学习与训练关系是运动队管理者始终认真考虑的

问题，我们总结了大量的经验，在建立运动员学籍管理档案和每个运动员个性化培养方

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学生学籍管理中注重德智体全面素质的考核，注意运动员专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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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运动训练的协调。各项考核内容中包括学习纪律、训练管理、比赛成绩、学科成绩 、

思想品德与生活作风等各个方面。

我校对历年招收的高水平运动员档案资料统一由专人保管，运动员相关注册等材料

统一归档。我校高水平运动员 100%为“在校、在读、在训”。

表 4.2 高水平女子排球队2006-2009 年运动员名册一览表

4.3 训练竞赛管理

我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工作采用主教练负责制，同时由体育部主管领导进行督

察、随机抽查等形式进行主教练训练工作的考核。具体内容有：首先了解、熟悉中医大

学生文化学习和完全学分制的特点；其次让运动员进行合理的选课挤出训练时间；再次 ，

提高运动训练的效率和科学性，使训练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我们具体要求是运动员文

化选课相对集中，每周有三个下午 15：30~18：00 训练时间，双休日有一次训练时间，

周训练时间不少于 11 小时。我们专门针对女排的训练和技术进行研究，训练的质量很

高；运动医学科研人员参与到运动训练中，建立教练组与运动医学科研人员定期联席会

议制度，他们及时向主教练提出训练康复的合理化建议，从而保证我校高水平运动队运

动成绩不断提高。

同时，主教练根据全年比赛任务制定全年训练计划，并制定详尽的周训练计划。各

项工作计划及训练安排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格式书写，在阶段训练及各大赛事结束后，由

教练组成员专人负责写训练及比赛总结，在每学期结束时交体育部审阅进行考核管理。

入学年份 姓名 出生年月 籍贯 专业

2006 年 姚依勍 1988 年 07 月 湖北省武汉市 中西医

2006 年 王黎雯 1987 年 10 月 河北省安平县 针推

2006 年 陈孜莹 1987 年 11 月 浙江省宁波市 中医

2007 年 戴莉莉 1988 年 12 月 江苏省高邮市 中医

2007 年 朱 倩 1988 年 10 月 江苏省江都市 中医

2007 年 沈佳婕 1988 年 11 月 浙江省余姚市 中西医

2007 年 曹晓雯 1988 年 12 月 江苏省启东市 针推

2007 年 梁琬姿 1989 年 08 月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卫管

2008 年 王方静 1989 年 09 月 江苏省常州市 针推

2008 年 黄 瑾 1990 年 01 月 浙江省绍兴市 卫管

2009 年 蔡诗莹 1991 年 01 月 福建省福州市 运动医学

2009 年 姜歆宇 1990 年 10 月 江苏省南通市 针推

2009 年 胡沛煦 1990 年 12 月 江苏省无锡市 骨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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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由于医学院校学生的课程较多，学生的学业负担较重，运动员存在着训练时间的

严重不足，如何处理好这对矛盾，寻找两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管理者和教练组成员共

同研究解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保证学生在顺利完成各项学习、实习的基础上积极

完成运动队各项训练比赛任务。

2009 年度女子排球队全年训练计划

一、训练目的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校女子排球运动水平的提高，保证我校女子排球队在校期间训练

计划的正常实施，提高我校女子排球队在全国高校的水平，力争本学年全国大学生排球

联赛中取得佳绩。

二、训练目标

1、使队员能坚持训练，认真刻苦，服从指挥。

2、巩固排球基本技术，扎实掌握排球战术，熟悉排球进攻与防守战术体系。

3、进一步提高队员的身体素质。

三、训练时间：

准备期下午 3：30—5：30（节假日除外）、过渡期为复习考试期不训练、集训比赛

期至比赛前，每天下午 3：00—6：00。

四、训练计划和安排

第一学期

阶 段

准备期 过渡期 集训比赛期

阶段 第1周—第14周 第 15 周—第 16 周 寒假

训练

比例

身体 30％ 50％

技术

战术
7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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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

注意事项：1、每次训练队员都必须准时参加，迟到必须说明原因。

2、每次训练都无条件服从教练的安排与指挥。

训

练

重

点

身体
速度、力量、弹

跳、挥臂速度
力量、灵敏、柔韧

技术

战术

发球、接发球

拦网、扣球

调整扣球

进攻战术配合

分组比赛

发球、接发球

拦网、扣球

一攻、防反

攻防战术配合

分组比赛（重点）

备注：准备期为上课期；过渡期为复习考试期；集训比赛期为假期。

阶 段

准备期 过渡期 准备期 集训比赛期

日 期 第 17 周—第 30 周 第31周—第32周 第32周—第41周 暑 假

训

练

比

例

身体 30％ 30％ 20％

技术

战术
70％ 70％ 80％

训

练

重

点

身体
速度、力量、弹跳、

挥臂速度
力量、灵敏、柔韧 力量、灵敏、弹跳

技术

战术

发球、接发球

拦网、扣球

个人进攻变化

调整扣球

进攻战术配合

分组比赛

发球、接发球

拦网、扣球

个人进攻变化

调整扣球

进攻战术配合

分组比赛

发球、接发球

拦网、扣球

一攻、后攻

防反

攻防战术配合

分组比赛（重点）

备注：准备期为上课期；过渡期为复习考试期；集训比赛期为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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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训练时懂得自我保护，防止受伤。

2009 年度女子排球队比赛总结

2009 年 12 月 9 日—12 月 17 日，第四届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优胜赛在江苏大学隆

重开幕。这是我校自 2007 年以来第三次参加 CUVA 的比赛，我校女子排球队在比赛中不

畏强敌、顽强拼搏，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

总的来说，这次比赛单从成绩上来看，不是很理想，没有取得奖牌，但从另一个

角度来看，我校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作为教练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这次全国大学生排球

联赛共有来自全国 17 所高校的女子排球队参加了本次比赛，所以要想取得好名次还是

比较困难。这次比赛我校学生虽然基本发挥了水平，成绩还算可以，但是从比赛的情况

来看，跟全国高水平的运动队比较，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走出上海，有机会与来自各地区的队伍互相切磋交流，无疑对队伍实战技术问题的

发现，提供难得的机会。第一场与兰州大学的比赛中，队员们进入状态较快，精神面貌

较好，取得了开门红，此后两天的比赛连赢两场，运动员信心饱满。接下来遇到中南大

学后，他们明显实力高于我们，队员们自己无形添加了更大的压力。可能由于紧张等自

身问题，在比赛中，没有充分展现竞技水平，输掉了比赛。

第四、五场比赛的失利，运动员思想包袱较大，教练及时对队员们的心理做出调整 ，

疏导队员们的精神压力。队员们也自我反思，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及时调整，放平心

态，取得了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总结本次比赛，得出如下小结：

发球是比赛的第一个突破口，只有利用发球频频冲击对手，才能突出队伍特点，给

自身带来更多机会。若在平日训练中更注意发球的锻炼，相信我队在接发球方面也会更

稳定，为进攻和战术运用提供更多机会。所以我队首先可以着重增强发球的锻炼。拦网

是破坏对手进攻的有效方式，在这次赛程中，我队时常面临三号位移跟不上的局面，造

成无效或破坏性拦网，给我方防守增加困难。这也意味着，我队日常训练的进攻节奏较

慢，以至于在比赛现场无法适应其他队伍的快速度节奏。可能由于在日常训练里，没有

势均力敌的对立面，或者自身战术多变性的缺乏，拦网队员在比赛中有点混乱。以后训

练中我们不仅应该注意定点的卡位，更应注意人员相互间的协调配合，对对方战术要有

针对性盯人拦网的意识。本次比赛中，我方进攻节奏不快，战术配合单调，让对方极易

看穿我方进攻思路，主动得分也带来困难。

经过了这次比赛，我队队员已经看出了这些问题，明确了自身的缺点及同强队的差

距。以后训练中加强这方面的训练以及在个人技术训练上注意打吊配合、空挡处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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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队员之间战术意识的相互配合，相信在未来可以弥补这些方面的薄弱环节。

教练：龚博敏、徐仰才

2009.12

注：2006-2008 年度上海中医药大学女排训练计划及比赛总结见附件 1

4.4 日常管理

管理出效益，管理出成绩，对于运动员的管理重在日常。为了使管理科学化、实效

化，体育部负责人亲自担任运动队领队，并配合专职辅导员对于运动员的训练、学习、

生活等方面进行管理和引导，定期召开会议，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给予解决。

对学习上和竞赛中成绩优异的高水平运动员实行学校奖学金和学校体育奖学金的

双重奖励。体育制定了详细的《上海中医药大学运动员管理办法》《上海中医药大学运

动员考勤制度》《上海中医药大学竞赛奖励办法》《上海中医药大学运动员日常管理违纪

处罚条规定》等条例，对伤病、事故、奖惩等有详细的记录材料。

表 4.4 女子排球队管理人员名单一览表

注：注：注：注：上海中医药大学高水平运动员日常管理条例见附件 3

第第第第5555章章章章 教练员队伍建设教练员队伍建设教练员队伍建设教练员队伍建设

5.1 编制与结构

为保证高水平运动队训练水平和竞赛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部历来都很重视教练员

队伍建设，安排运动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教师担任教练工作，并不断补充新生力量。

目前，我校高水平女子排球队，教练人数 3人，专职教练 1人，实行主教练负责制。其

中 1位副教授，1 位讲师，1 位助教，2名沙滩排球国家级裁判员。教练员队伍知识结构 、

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合理，高水平排球运动队由体育部主任担任领队，主管

职 务 姓 名 职 称

领队 吴志坤 副教授

运动员日常管理 龚博敏 副教授

运动员辅导员 谢 炜 副 科

后勤保障 陈吉生 教 辅

主教练 龚博敏 副教授

教练 徐仰才 讲 师

教练 蔡增亮 助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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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协调学校各项工作，确保排球高水平排球运动队的训练、比赛、

文化学习等工作的正常开展。

专职教练员情况介绍：

龚博敏，男，1970 年 4 月出生，硕士，副教授，排球队主教练，毕业于上海体育学

院，现任中国大学生排球协会理事，沙滩排球国家级裁判员，曾担任2008 年北京奥运

会、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世界女子沙滩排球巡回赛裁判。

所获荣誉：

1990 年获全国排球锦标赛冠军；

2001 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

2001 年获校“三育人”二等奖。

教练员学历结构

100%

0%

研究生学历 本科生学历

图 5.1.1 教练员学历结构图

教练员职称结构

34%

33%

33%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图 5.1.2 教练员职称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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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5岁

35-45岁

45-55岁

0

0.5

1

1.5

2

教练员年龄结构

图 5.1.3 教练员年龄结构图

0

0.5

1

1.5

2

运动训练 体育教育

教练员知识结构

图 5.1.4 教练员知识结构图

5.2 建设与管理

为加强和提高高水平排球运动队教练员的素质，学校领导和体育部对教练员队伍的

建设和管理十分重视，制定了《上海中医药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守则》引导教练员

努力工作。为吸引优秀教练员到我校执教，我部制定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引进优秀教练

员办法》《上海中医药大学体育部教练员聘任方法》等制度条例，切实采取措施对到我

校工作的优秀教练员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方面，将享受学校引

进特殊人才的相关政策。

为调动教练员的积极性，我部制订了《上海中医药大学体育部教学工作量内部核算

办法》等条例，有合理的教练员工作量计算方法，有教练员竟聘上岗、职称晋升、物质

奖励的相关文件。努力提高学校高水平运动队、技战术水平和竞技水平，以进一步提高

我校高水平运动队伍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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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教练员素质

我部选用的排球教练员政治可靠、作风正派、工作认真、责任心强、业绩突出、深

受运动员爱戴，3名教练员均为中共党员。

为抓好教练员队伍建设，提高队伍总体素质水平，我校先后制定了《上海中医药大

学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守则》等有关条例，并按制定的管理条例进行严格管理，使教练

员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体育道德风尚，有较高的专业素质、教学训练水平和科研

能力。为提高训练质量和水平，有效缩短训练时间，解决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中“学训矛

盾”这一突出问题。我部高水平女子排球队教练员非常重视对运动训练的科学研究工作 ，

除了积极上好每一次训练课外，课余时间认真钻研技术，学习理论，撰写论文，取得突

出业绩，使得科学训练水平不断提高。

表 5.3 上海中医药大学高水平女子排球队教练员科研情况统计表

5.4 培训与提高

为加强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与发展，提高运动教练员业务水平和能力，更为不断

增强教练员的敬业精神，提高教练员的专业素质和科学训练水平，我部制订了《上海中

医药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裁判员培养方案》等提高教练员政治、业务素质的条例 ，

对每位教练员都有具体落实的培训方案和经费支持。每年参与上海市排球协会举办的教

序号 姓名 科研成果
成果

形式
发表刊物

发表

日期

作者

排名

期刊

级别

1 龚博敏 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高效管理 论文
上海体育

学院学报
2005.6 1

B 类

核心

2 龚博敏
高校《体育与健康》课程资源开

发利用综述
论文

上海体育

学院学报
1

B 类

核心

3 龚博敏
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联赛的现状

分析
论文

成都体育

学院学报
2008.9 1

B 类

核心

4 龚博敏
高年级俱乐部制体育课实施效果

研究—以上海中医药大学为例
论文

成都体育

学院学报
2009.5 1

B 类

核心

5 徐仰才 山东省普通中学生培养现状 论文
成都体育

学院学报
2009.5 1

B 类

核心

6 蔡增亮
松江大学城体育课程资源共享的

可行性研究
论文

成都体育

学院学报
2009.5 1

B 类

核心

7 蔡增亮
上海市部分青少年排球运动员运

动损伤状况研究
论文

成都体育

学院学报
2009.5 2

B 类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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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员、裁判员培训班、参加国家体育总局举办的排球裁判培训班，并支持和推荐担任比

赛的裁判工作裁判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女排的训练水平。

上海中医药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裁判员培养方案

为提高教练员政治、业务素质，体育部制定的培训方案：

一、裁判培训

每年参加上海市以及全国组织的各类裁判培训，近几年来武术的裁判规则变化很

大，及时的了解最新武术规则和发展动向，对提高教练员和带队训练具有着重要的指导

意义。

二、教练员定期学习

为提高运动员训练水平，教练员要吃透规则，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武术难度的问题上 ，

教练员班子定期开展对武术各难度动作的突破及稳定性等难题的讨论与研究。

三、对外交流

多带队参加比赛，使教练员在全国各大比赛中有机会与其他强队交流学习，取长补

短、不断提高完善。

为加强对外交流，与学校国际交流中心合作，成立对外武术交流中心。与日本建立

了友好交流基地，有计划的派遣教练员出国交流。迎接世界各国武术代表团来我校的交

流访问。

四、学术、科研交流

每年参加上海高校科研论文会，如全国性学术、科研交流教练员轮流参加。

注：以上培训计划内容的经费有体育部统一安排解决。

体育部

2002.1

第第第第6666章章章章 条件保障条件保障条件保障条件保障

6.1 训练场馆设施及训练辅助设施

我校有标准化的训练场馆，包括标准足球场、田径场、网球场、排球场、篮球场、

专用排球训练馆、健身房、游泳馆等，场馆设施能满足高水平运动队训练要求，且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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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学校高度重视校高水平排球运动队训练，学校具有中央空调等各种配套设施及标

准排球训练场馆，供排球队长年训练和赛前集训使用。

表 6.1.1 排球相关场馆面积

表 6.1.2 上海中医药大学高水平运动队训练场馆分布情况

除高标准的训练场馆以外，我校的各种配套设施也一应俱全，有充足的体能训练器

材，能满足高水平运动员力量、弹跳和柔韧性训练；有体质测试设备，能为运动员进行

身体形态、素质、机能等各项指标的检查；有运动医学师资队伍，为运动员进行医务监

督，并为他们创造成绩提供科研保障；有康复活动室，运动医学服务队的同学在这里为

运动员进行推拿放松；有运动员更衣、淋浴室，提供 24 小时冷、热水供应；有会议室、

裁判休息室等其他设施，完全能够适应学校排球队训练、比赛的需要。

场地 数量 球场面积（平米） 总面积（平米） 备注

体育馆

沙滩排球场

室外排球场

健身房（东）

健身房（圆）

1

1

1

1

1

1228.38

308

1232

86

100

1228.38

308

1232

86

100

实木

沙地

塑胶

实木、地砖

地砖

场 地 数量 总面积

体育馆（室内排球场） 1 1228.38 平方米

武术馆 3 450 平方米

健身房 2 160 平方米

形体室 1 100 平方米

田径场（包括足球场） 1 14927 平方米

篮球场 8 4608 平方米

排球场 4 960 平方米

网球场 3 2007 平方米

游泳池 1 200 平方米

总计 24 24640.38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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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上海中医药大学体育馆

图 6.1.2 上海中医药大学排球训练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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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体育部高水平运动员健身器材

6.2 经费投入

我校高水平女子排球队的年度经费具有稳定、充足的预算，财务管理制度完备，并

能有效监督落实，充分保障了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的需要。

有稳定的年度经费预算，保障运动员训练和比赛的需要。女子排球队每年有 11-12

万比赛与奖励经费，日常训练营养费、器械、装备费 10-11 万元，人均经费为 1.5 万左

右。近几年在训练设施设备（包括康复）每年不低于 20 万元投入。

第第第第7777章章章章 教学与训练效果教学与训练效果教学与训练效果教学与训练效果

7.1 教学效果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评估工作的要求，我校高水平女子排球队，在

校、部领导及教练员的严格要求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高水平排球运动员能严格遵守校

纪校规，做到文化课学习和体育训练两不误。不但能在各级比赛中顽强拼搏，赛出风格 ，

赛出水平，而且平常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中，更能以既是一名普通大学生，又是高水平运

动员的双重身份严格要求自己，随时注重自身形象，以健康阳光的精神风貌展示着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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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特有的魅力，在学校中享有较好声誉。王牮在校期间已被接收中国共产党员；王黎文 、

王方静等队员多次获得学校各级别的奖学金；部分运动员更是在完成好正常的训练和比

赛任务的同时，克服文化基础薄弱的弱点，投入大量精力加强学习，并取得显著成效。

表 7.1 2006-2009 年上海中医药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基本情况一览表

7.2 训练效果

教练员对女排进行全面管理，创造了有利于女排发展的环境，运动员在较短的时间

里运动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运动训练中教练员指挥得当，对于运动员取得的进步和不

足运用语言暗示得法，积极调动了学生的思维，想动作、想战术是每个队员必做的功课 ，

队员的技术动作向战术意识规范化、个性化方向不断迈进。

运动员的伤病情况我们也给予高度重视，排球运动员肩、腰、膝受伤概率较高。我

们主要措施是：训练前准备活动充分；训练时要求运动员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训练后

进行放松推拿；每周二次针对性力量练习防止伤病。因此，多年来运动员没有发生重大

伤病。

7.3 比赛成绩

我校 2006-2009 四年内，在校领导的支持和体育部领导及教练员、运动员的共同

努力下，比赛成绩是更上一层楼，战绩卓著，分别取得了如下成绩。

2006-2009 年全国、上海市大学生各类体育比赛名次

年份 人数
奖学金获

得率

优秀学生

获奖率

体育道德风

尚奖获奖率
毕业率

学士学位

获得率

保送研究

生率

2006 17 45% 0 15% 100% 100% 0

2007 16 47% 0 10% 100% 100% 0

2008 16 15% 0 10% 100% 100% 0

2009 15 25% 0 8% 100% 100% 0

年份
全国比赛（大学生排球联赛和沙滩排球比赛） 上海高校比赛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2006 1 1 1

2007 1

2008 1 1 1

2009 1 1

合计 0 1 1 2 0 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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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8888章章章章 学校群体工作状况学校群体工作状况学校群体工作状况学校群体工作状况

8.1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状况

我校严格执行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办法，

每学年 9月-12 月在全校各年级范围展开体质健康测试，实施办法为：按体育班和行政

班分别进行测试，在外实习班级统一安排在双休日进行，并安排机动周和补测周。测试

项目除身高体重、肺活量必测项目外，选测项目每年选择不重复。数据及时上报至上海

市教委和国家教育部，除部分因身体原因申请免测的同学以外，每年我校的参测率都在

98%以上，合格率在 92%以上。武术队员全部参加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 100%。

表 8.1 2006-2009 年我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情况一览表

8.2 学生群体性课外体育竞赛

我校积极参加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和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活动。体育

部每年制定详细的竞赛计划，覆盖了全年。竞赛内容有田径运动会、传统保健运动会、

篮球比赛、足球比赛、健美操比赛、羽毛球比赛、乒乓球比赛、定向越野比赛、拔河比

赛、跳绳比赛、桥牌比赛、排球比赛等。两个大型运动会注重学生的参与度，保证班班

有活动，人人有项目。

我校的早操、课外活动也进行严格规范管理，学生出勤统一刷卡，并计入学期体

育总分。学生体育社团也纳入课外活动考勤，目前我校已先后成立发展了 16 个体育社

团，学生的参与率较高，各社团负责人在课余自发组织活动，由相应的体育老师负责指

导监督。

我校的体育竞赛每年年初制定计划，结合上海市学生体育大联赛同步进行。

女排队员是我校课外体育活动和竞赛的积极分子，多人担任班级体育委员或体育

社团负责人，积极组织同学参加学校的各类体育竞赛和社团活动，为构建和谐的校园体

育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9 年我校获得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优秀组织奖”、“优秀赛区奖”和体

育健身特色项目创意“一等奖”，有力地推动了我校和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活动的开展。

年份 合格率 运动员合格率

2006 99.81 100%

2007 95.79 100%

2008 93.4 100%

2009 95.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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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上海中医药大学2009 年学生体育竞赛计划一览表

第第第第9999章章章章 补充材料补充材料补充材料补充材料

对外交流：

我校排球队主教练龚博敏副教授和助理教练蔡增亮教师，作为沙滩排球国家级裁判

员多次担任世界、全国及上海市等各项沙滩排球比赛的裁判员。在担任裁判员期间，工

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乐于奉献，多次受到排管中心的表扬，不仅自身业务得到了很

大提高，也为我校争光。

序号 时间 项目 负责人

1 三月中旬 排球比赛 蔡增亮

2 三月中旬 羽毛球比赛 邱慧

3 三月中旬 网球比赛 于辉

4 四月中旬 第十八届传统保健运动会 刘晰娟

5 六月~七月 游泳比赛 敖翔

6 九月中旬 足球比赛 庄亨礼

7 九月中旬 篮球比赛 徐仰才、马俊杰

8 十月上旬 跳绳比赛 赵丹丹

9 十月中旬 健美操比赛 梅蝉玉

10 十月中旬 桥牌比赛 马俊杰

11 十月下旬 乒乓球比赛 郑秀琴

12 十一月中旬 定向越野 庄亨礼、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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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沙滩排球比赛裁判

图 9 2009 年全国沙滩排球锦标赛裁判

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通过对 2006-2009 年我校女子排球队的总结，我们深深感到，学校的领导对体育工

作十分重视，体育部领导对排球队的管理非常严格，教练员既能爱岗敬业，又能开拓进

取。运动员既能认真学习，又能积极拼搏，积极参与学校群体活动，排球队员组织成立

的排球协会，每年策划组织一届学校排球联赛，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活动，提高了普通学

生对排球的兴趣，在我校形成了良好的体育氛围。上海中医药大学排球队在上海市及全

国体育大赛中，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展现出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学生的风采。国家

教育部的这次评估，正是对我校女子排球队建设的一次体验，更是一种鞭策。展望前景 ，

我们将不懈努力，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决心在新的发展机遇里，进一步办好我校高水

平女子排球队，为我校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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