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教德〔2017〕30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举办 2017年佛山市校园

武术骨干体育教师培训班暨校园武术

特色发展研讨会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体校：

为培养一支高素质专业化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强化武术师

资队伍建设，提升全市武术教师教科研整体水平，推进我市校园

武术深入开展和校园武术特色创建，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实施“强师工程”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意见》（粤

府〔2012〕99号）和《关于印发中小学校园武术特色发展方案

的通知》（佛教德〔2016〕63号）的要求，经研究，决定举办 2017

年佛山市校园武术骨干体育教师培训班暨校园武术特色发展研

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及研讨会时间与地点

（一）培训时间：2017年 5月 23-26日。

（二）研讨会时间：2017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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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点：南海区西樵民乐小学。

二、参会人员安排

（一）各区体育专干、体育教研员、武术特色学校校长参加

第一天开班仪式和校园武术特色发展论坛、研讨会。

（二）市体育局武术项目负责人，市体育运动学校武术教练

员，武术协会专家。

（三）全体参加武术培训骨干教师。

三、报到时间与地点

（一）武术教师：2017年 5月 22日下午 5点前。

（二）参加研讨会人员：2017年 5月 23日上午 8:30。

（三）报到地点：南海区西樵民乐小学。

四、培训与研讨内容

（一）《校园武术发展现状与分析》。

（二）《武术教育与校园武术》。

（三）《武术教学与训练》。

（四）《打练南拳》。

（五）武术大课间研究。

（六）武术教研课。

（七）武术操、武术套路编排设计。

五、培训对象

本届培训班将培训 50名武术骨干体育教师，名额分配如下：



— 3 —

（一）佛山市校园武术特色学校教师，各武术特色学校务必

派 1名武术专项教师参培，共计 11名。

（二）各区可推荐具有影响力校园武术项目学校的武术专项

体育教师参加培训，名额分配：禅城区 8名、南海区 8名、顺德

区 8名、高明区 5名、三水区 5名。

（三）西樵镇教育局可选派 5名武术专项体育教师参培。

六、授课教师

庄 弼 教授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体育教研员、编审。

肖建忠 教授 博士，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教学教材研究室体育

教研员。

李朝旭 教授 广州体育学院武术学院院长、研究生导师，中

国武术八段。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分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武术

协会副主席。

刘振岭 副教授 高级教练员 武术七段，马来西亚武术套路

国家队教练，原广东省武术队教练。

彭二丁 高级教练员 佛山市体育运动学校武术队总教练，佛

山市武术队主教练。

李广厦 中级教练员 佛山市体育运动学校武术套路主教练，

佛山市武术队教练。

周少伟 香港专业人才计划引进（武术），民乐小学校长，国

家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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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费安排

本届培训班将实行封闭管理，参加培训的人员往返交通费用

由派出学校负责，研讨会和培训期间食宿费、培训费、教材费、

培训教师课酬等由主办单位负责。

八、报名

请各参加培训单位认真填写报名表（见附件），于 2017年 5

月 16日（星期二）前，将参培和参会名单报送电子版发送至邮

箱：346459777@qq.com，并于报到当天把原件（加盖公章）上交

大会。

九、其他事宜

（一）研讨会将制作《佛山市校园武术特色创建纪实》，请

参加培训的佛山市校园武术特色学校提交学校开展校园武术特

色纪实材料（内容包括：开展“校园武术”项目名称，学校发展

概况；武术特色发展背景；武术特色发展的途径与措施；开展校

园武术特色获得成绩；校园武术特色建设思考等情况），各校将

在研讨中介绍学校发展经验。

（二）各武术特色学校纪实材料和报名表一并发送到指定邮

箱，请佛山市第五小学、顺德李介浦小学、南海平洲中心小学、

民乐小学制作 PPT汇报材料，时间 10分钟。

（三）培训合格者，按每天 6学时通过市教师继续教育管理

平台登记录入专业课学时，共计 2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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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加培训班的老师自带运动服装、运动鞋。

十、联系方式

市教育局联系人：孙建群，电话：83380500；培训班负责人：

周老师，电话：13924848009。

附件：1.校园武术培训班课程安排表

2.2017年佛山市校园武术骨干体育教师培训班报名

表

3.2017年佛山市校园武术特色发展研讨会行政人员

参会报名表

4.佛山市校园武术特色学校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17年 5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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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校园武术培训班及研讨会日程安排表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授课专家 地 点

5月 22日 下午 报到 民乐小学

5月 23日

上午 9:00—11:30

培训班开班仪式：特色学校授牌

民乐小学校园武术展示活动

佛山市校园武术研讨会、论坛

佛山市校园武术发展现状

肖建忠教授

李朝旭院长

彭二丁教练

民乐小学

飞鸿馆

下午 14:30—17:30

《校园武术发展现状与分析》

4间武术项目学校创建经验介绍

（民乐小学、第五小学、李介浦

小学、平洲中心小学）

肖建忠

教授

李朝旭

院长

民乐小学

校史馆

5月 24日

上午 8:30—11:30
《武术教育与校园武术》

《武术教学与训练》

李朝旭

院长

彭二丁

教练

民乐小学

飞鸿馆

下午 14:30—17:30

武术大课间研究

《打练南拳》之一

《打练南拳》之二

周少伟

李朝旭

院长

民乐小学

飞鸿馆

5月 25日

上午 8:30—11:30

武术操、武术套路编排与设计

技术课复习与考察

分组讨论

李广厦

刘振岭

民乐小学

飞鸿馆

下午 14:30—17:30

武术教研课：

1、水平一：《五步拳》

2、水平二：《双节棍——寻找李

小龙》

3、专家点评

刘振岭
民乐小学

飞鸿馆

5月 26日

上午 8:30—11:30

参观黄飞鸿狮艺武术纪念馆

参观黄飞鸿国际武术学校教学与

训练

毕全贵

冯志成

黄飞鸿国际

武术学校

下午 14:30—17:30
校园武术培训班总结

结业仪式
庄弼教授

民乐小学

飞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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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年佛山市校园武术骨干体育教师培训班报名表

单位（加盖公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姓名 性别 所在区 学校名称 身份证号 邮箱 联系电话

备注：凡报名务必参加培训，在 2017年 5月 16日（星期二）前，将参培名单报送电子版发

送至邮箱：346459777@qq.com，并于报到当天把原件上交大会（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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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7年佛山市校园武术特色发展研讨会人员参会报名表

单位（加盖公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姓名 性别 所在区 学校名称 职务 邮箱 联系电话

备注：参会体育专干、教研员、特色学校校长及武术专家，在 2017年 5月 16日（星期二）

前，将报名表报送电子版发送至邮箱：34645977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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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佛山市校园武术特色学校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所属区 类别

1 佛山市第五小学 禅城区 小学

2 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小学 禅城区 小学

3 佛山市惠景中学 禅城区 初中

4 黄飞鸿国际武术学校 南海区 十二年一贯制

5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中心小学 南海区 小学

6 南海区西樵镇民乐小学 南海区 小学

7 顺德区李介甫小学 顺德区 小学

8 顺德区五沙小学 顺德区 小学

9 顺德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顺德区 初中

10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高明区 小学

11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三水区 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