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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申请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申报表 

 

省（市、区） 天津市 

学校名称 南开大学 学校代码  

学校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 300071 

教育部已批准运动项目 排球（男、女） 田径（男、女） 棋牌（男、女） 

申报项目 篮球 

学校领导 姓名： 杨克欣 电话：   

体育院（系、部）负责人 姓名： 季纳新 电话（手机）：13820187063 

该项目主教练基本情况 

姓名：杨向东 电话（手机）：13602092966 

职称： 教授 年龄：57 

原运动经历和执教经历： 

杨向东（1962- ），男，南开大学教授。毕业于北京体育大

学运动系篮球专业和体育理论专业，于 1987 年和 1993 年分别

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硕士学位，2003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

学院专门史专业，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4 年获得篮球国家级裁判称号。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资深

会员，体育史分委员会委员，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竞

赛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篮球裁判委员会委员，多次担任中国

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全国分区赛、24 强赛、4 强赛、总决

赛、CUBA 与 CBA 青年队对抗赛的技术代表、比赛监督。 

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担任本科生体育基础课、篮球专

项课教学任务。1999 年在南开大学本科教学优秀单位建设与评

价中获得校级先进个人，2000 年主编《大学体育实践教程》（修

订版）获得南开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曾任南开大学女子

篮球队教练员，男子篮球队教练员、主教练，带领男子篮球队

多次获得天津高校篮球联赛冠军。代表天津高校参加了 2000 第

三届、2001 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东北赛区

的比赛。由于工作业绩突出，1995 年被学校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2002 年晋升为教授。 

该项目助理教练 

基本情况 

姓名：袁晖 电话（手机）：13502177472 

职称：副教授 年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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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运动经历和执教经历： 

1995 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系篮球专业，并获得

教育学学士学位，篮球一级裁判，具有将近 12 年的篮球训练经

历。进入南开大学工作以后，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担任本

科生体育基础课、篮球专项课教学任务。 

自参加工作以来曾担任南开大学男子高水平篮球队助理教

练，协助主教练参加天津市一系列比赛，多次获得天津高校篮

球联赛冠军。代表天津高校参加了 2000 第三届、2001 年第四届

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东北赛区的比赛。并于 2017 年

担任南开大学阳光组男子篮球队教练。 

姓名：刘铁 电话： 

职称： 年龄：48 

球员生涯： 

1984 年 10 月，兴安盟体育中学篮球专业班从事篮球专项训

练。 

1986 年，选送到内蒙古体育运动专业学校篮球专业班。 

1990 年 5 月，入选中国青年篮球队，8 月，代表中国青年

队获亚洲青年锦标赛第三名。 

1991 年，代表空军队获全国青年联赛亚军，全国青年锦标

赛冠军，全国“八一杯”篮球赛亚军。 

1995-1996 赛季，1997-1998 年赛季，2 次获 CBA 得分第三

名；1996-1997 赛季，获 CBA 得分第四名；1996 至 1997 年，2

次入选国家集训队。 

1998-1999 赛季、1999-2000 赛季、2001-2002 赛季，3 次打

入 CBA 四强。 

1995-1996赛季、1996-1997赛季、1997-1998赛季、1999-2000

赛季、2002-2003 赛季，5 次入选 CBA 全明星阵容。 

教练生涯： 

2008 年，出任 CBA 球队山西中宇队主教练。 

2015 年夏天，出任拉萨净土男子篮球俱乐部主教练。 

2016 年，担任龙狮篮球俱乐部广州证券队助理教练。 

2018 年夏至今，担任天津荣钢篮球俱乐部滨海云商金控队

助理教练。 

该项目组师资状况 

1.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数量：4 

2.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姓名、年龄、职称： 

 杨向东   57   教授 

袁  晖   47   副教授 

齐春燕   43   副教授 

王来东   45   讲师 

3. 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的运动训练经历和执教经历： 

齐春燕 副教授 博士    篮球教学与训练经历： 

2004年-2018年 担任南开大学体育部篮球基础课和专项课教学 

2004年-2007年 担任南开大学篮球高水平运动队助理教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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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获得天津市大学生篮球赛第三名等成绩。 

2006年    参加天津市篮球教练员班培训，以优异的成绩结业。 

2015年-2017年   担任学校篮球课外辅导站的指导老师，利用

丰富的教学和训练经验指导学生的课外活动，促进了学生对篮

球运动的兴趣，促进了篮球校园文化的发展。 

2010年-2018年   担任南开大学“阳光组”女子篮球队助理教

练，期间两次获得天津市大学生篮球赛“阳光组”亚军。 

2018年到 2019年  在美国乔治亚大学体育系进行访问学习，期

间认真走访和研究了乔治亚大学篮球队的训练经验和管理方

法。 

王来东 讲师 硕士    篮球教学与训练 

2007 年-2019 年 担任南开大学体育部篮球基础课和专项课教

学。 

2010年-2019年 担任南开大学“阳光组”女子篮球队主教练，

期间多次参加天津市高校组织的篮球比赛，获得两次亚军的好

成绩。 

2010 年   参加天津市青年教师体育教学基本功大赛获得第二

名 

2018 年 8月    参加首届全国重点高校体育教师培训，丰富了

教学经验，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 

2015 年-2017 年  担任南开大学篮球课外辅导站的指导老师，

对学生的篮球技战术和篮球兴趣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续表 

开展该项目运动训练竞赛

已具有的场馆设施、器材

条件 

南开大学目前为一校三区的格局，学生主要分配在八里

台、津南两个校区。现有体育馆 3 座，室外体育场 6 片，体

育课专业场地包括室内外篮球场地、室内外排球场地、足球

场、田径场、舞蹈教室、武术教室、跆拳道教室、羽毛球馆、

健身健美教室、棋类教室、乒乓球馆、游泳馆等，其中标准

田径场 3 个，标准篮球馆 2 个，室内篮球场 1 块，室外篮球

场塑胶 30 片，柏油地 12 片场地，专门配有两个力量训练中

心，购置和配备了齐全的训练以及康复器材，现有的训练场

馆完全可以满足科学训练的要求。 

开展该项目运动训练竞赛

每年可提供保障的经费状

况 

南开大学党政领导对学校体育工作非常重视，为学校阳

光体育活动、运动竞赛和学生体质测试等设立专项经费，今

年阳光体育经费达到了 231 万，其中高水平运动队经费将近

85万，保证高水平运动员人均经费数额达 1.5万元／人／年。 

学校党政领导对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和学校竞技体育工

作很是看重，强调要充分发挥“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优势，

根据学校领导的指导意见，以及多年来南开大学体育经费开

展状况，学校完全能够保证运动员的训练补助，且具有充足

的训练装备和参赛经费支持。 



 

 4 

开展该项目运动训练竞赛

能否对运动员采取针对性

强、时效性明显和富有特

色的教学训练与学籍管理

规定 

多年来在学校领导、教务处和运动员所在学院的支持下，
制定和不断完善《南开大学高水平代表队训练比赛管理条
例》，其中包括高水平代表队运动员的入队与退队的管理办
法，高水平代表队运动员训练及比赛的管理办法，高水平代
表队运动员学籍管理办法，高水平代表队运动员考核和奖励
办法等内容促进运动员的学习和训练，为高水平篮球代表队
的建立和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教学管理方面主要
包括已下内容： 

1、坚持南开大学本科学生学业标准一致性，注重因材施
教，根据运动员学生的特点，灵活鼓励优秀。 

2、学校实行弹性修业年限制度。对高水平运动员学生，
如需要延长修业年限，最多可以延长三年。 

3、普通学生受到学业警示后再次达到学业警示条件的，
做退学处理。高水平运动员学生，受到两次学业警示后再次
达到学业警示条件的，做退学处理。 

4、确因比赛和训练需要，体育教学部可根据各运动队员
训练和竞赛需要，开设体育理论和训练课程，制定课程教学
大纲，报教务处备案，1-3年级每学期计 3学分，总计不超过
18学分。 

5、取得学校认可的优秀竞赛成绩，校公共必修高等数学
（A类）课未通过，经个人申请，学院批准，可降低该课程的
一个级别重修；经重修仍未通过的高等数学、基础外语和计
算机课程，经本人申请，体育教学部根据申请人数可与开课
单位商议单独开课，报教务处备案。 

6、取得学校认可的优秀运动成绩的给与竞赛奖励成绩
分。 

7、保证高水平运动员每周训练至少 4 次，每次不少于 2
小时的训练时间，并长期保持赛练结合模式，交流吸收并举，
安排时间举办“热身赛”和“邀请赛”，为运动员创造各种有
利条件，参加省内外各种竞技比赛，使运动员在运动成绩方
面有较大提高。 

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状况（按年

度测试数据填写，限 200

字） 

南开大学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
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 号）
精神，促进《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全面实施和严格执行。
全面开展体质测试，颁发体质健康证书 
 

年份 总人数 参测率 及格率 

2015 13118 91.62% 69.9% 

2016 13943 91.48% 72.53% 

2017 14461 90.51% 81.02% 

2018 15557 89.84% 82.84% 

近三年开展学生阳光体育

运动情况（限 200 字） 

认真贯彻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和教育部、国家体育总
局、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
知》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的精神，贯彻“一切为了
学生”的教学理念。以体育课程为抓手，通过积极开展体育
辅导站、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构建课外锻炼信息管理平
台，种种举措充分保证了学生课外体育锻炼。 

举办 “校长杯”比赛、“院长杯”比赛、“新生杯”比赛
以及其他小范围的体育比赛，具体项目涵盖了篮球、排球、
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啦啦操等一系列赛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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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意见 

 

 

同意申报 

 

 

学校签章 

                                    2019 年 9 月  日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评审分数  评审名次  

 

 

 

 

 

签  章 

                                    年  月  日 

 

 

申报学校： 南开大学 

联系人： 季纳新            

电  话：13820187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