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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项目（机构）名称 郑州师范学院与印度夏尔达大学合作举办体育教育（瑜伽艺术）专科专业

办学状态 正常招生，有毕业生□正常招生，无毕业生 □已停止招生，有在校生

中外办学者

中方 郑州师范学院

外方
外文名称 SHARDA UNIVERSITY

中文译名 印度夏尔达大学

办学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北大学城英才街 6 号

批准文号 教外【2018】282 号

招生有效期 2021 年至 2023 年

合作协议有效期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7 年 7 月 1 日

开设专业的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 体育教育(中外联办瑜伽艺术方向) 专业代码：670114K

招生录取

批准招生计划数 100 学校发布招生计划数 40

实际招生人数 40 项目（机构）在校生总人数 114

录取分数线
文科：62-68(专业)

理科：61-64(专业)

非合作办学同一专业录取分

数线

文科：无

理科：无

毕业生

2021 年度应毕业学生数 22 实际毕业学生数 22

就业人数 3 国内深造人数 19 境外深造人数 无

项目（机构）办学以来毕业学生总数 308

说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请填写机构内各专业名称、代码、招生录取及毕业生情况。



二、自评报告（3000 字以内）

为加强我校的专业建设，完善和优化专业结构，实现优势互补，

强强联合，提高我校专业建设水平和办学实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更好的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2012 年我校与印度夏尔达大学合

作办学：体育教育（瑜伽艺术方向）(中外合作办学) 专业。

一、办学基本情况、学生培养和社会评价方面

1.按照体育教育（瑜伽艺术方向）(中外合作办学) 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培养具有良好思想政治素质、全面发展的社会体育教育专业

师资。着重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最新的体育科学理念、瑜伽艺术教学理

论和基本技能，并热心从事体育教学尤其是专业瑜伽教练技能人才。

通过培养使其具有初步的体育科学研究、瑜伽艺术技能指导及社会体

育指导等工作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学院协调学校教务处等多部门积极

开展各项教学工作。

2.为提高办学质量，我校建设有专业的瑜伽馆，购置了专业的瑜

伽器材。我校瑜伽专业的教师具有过硬的瑜伽专业技术和理论知识，

其他专业课教师专业能力强。印度派过来的外教爱岗敬业。

3.掌握了学校体育基础教学、健康教育、体育锻炼、运动训练和

组织竞赛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有基础教学工作能力、训练指导能力

和组织竞赛与裁判工作能力。

4.近几年专业招生情况较好。（2017 级报到 22 人；2018 级报到

22 人；2019 级报到 25；2020 级报到 50 人;2021 级报到 39 人。）

5.毕业生就业岗位及待遇好：就业率能达到 95%，有自主创业自



办瑜伽馆；多数毕业生被瑜伽馆聘请当教练。

6.社会知名度较高，毕业生在招生区域瑜伽业界具有良好口碑，

专业知名度较高，就业状况良好。

经过我校的培养，毕业生掌握了瑜伽原理、瑜伽练习的原则与方

法、瑜伽教学技能，掌握瑜伽呼吸调控法、瑜伽体位法、瑜伽休息术

和瑜伽冥想术等基本技术。学生能独立指导不同人群从事瑜伽练习。

二、党的建设方面

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我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人、办学

治校根本任务，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党总支与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党建工作扎实有效。

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切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

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创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认真落实校院两

级领导联系指导党支部工作制度和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

制度，落实支部工作纪实制度，加强党群联系，大力推进“为师生办

实事”实践活动，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

以突出政治标准、增强班子整体功能为着眼点，强化党总支党建

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责任，选优配强学院各单位领导班子和干部队

伍，着力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专业化水平。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为着眼点，严格发展党员， 强化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妥善处置

不合格党员，做到党员队伍信念坚定、素质优良、规模适度、结构优

化，纪律严明、作用突出。学校党委、二级学院党总支和各党支部在



党建和意识形态领域未出现过重大问题，未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和舆

情事件；学校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未出现违纪违法、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等问题。

三、课程设置方面

专业主干课程简介

1.运动解剖学

主要讲授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形态结构、生长发育及主要功能；体

育锻炼对人体形态结构的影响及意义；使学生了解体育运动中人体不

同位置运动的解剖学规律。

2.运动生理学

在初步掌握人体正常生理学的基础上，学习并掌握运动生理学，

即在体育活动的影响下，人体生理功能发展变化的规律和体育锻炼及

运动训练的基本生理学原理，特别是青少年生理功能与年龄、性别特

征与体育锻炼的关系。使学生掌握体育锻炼与运动训练中人体生理机

能变化的特点和规律。

3.体育保健学

重点掌握人体保健的基本规律和中国传统养生的基本理论和方

法；掌握人体在运动过程中的保健规律和措施；掌握几种人群的保健

特点和要求，初步掌握常见运动创伤的预防、处理的知识和技能；指

导从事符合生理规律的运动，以得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效果。

4.学校体育学

主要讲授体育和体育科学的概念；体育和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现



象的关系，体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体育和基本手段和管理体制。学校体育的地位和目标，体育教学、体

育锻炼、课余训练的原理、原则、方法和学校体育研究等内容。

5.运动训练学

主要讲授竞技体育与运动训练概论，运动训练中的适应过程，项

群训练理论，运动训练原则，运动训练方法，竞技能力的训练，运动

训练过程的结构、组织与控制等内容。

6.瑜伽基础

主要讲授什么叫做瑜伽，瑜伽的起源和流派；瑜伽的发展过程；

瑜伽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瑜伽艺术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怎样正确的练

习和掌握瑜伽。

7.瑜伽球

本课程是瑜伽的应用课程，根据传统瑜伽体位法把球的弹性和流

动性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兴的瑜伽健身运动方式。瑜伽球的主要作用是

训练人体的平衡能力，增强人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对提高人体的柔韧

性和协调性。

8.瑜伽健身学

主要讲授现代人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的繁重而带来的重

负，让人们摆脱苦恼、以便更轻松、更快乐、更健康的生活。掌握瑜

伽健身学、印度舞的基本知识理论与技能方法。

9.瑜伽静修

主要讲授会体验普拉纳调息法，作为瑜伽方向的主干课程，其自



成一体，侧重于伸展性、力量性、柔韧性、耐力、平衡性及专注力的

全面锻炼，尤其注重的是呼吸与动作之间完美的结合和每个姿势之间

流畅的演化或衔接，无论是缓慢还是快速都保持一气呵成，目的是使

人进入一种“行动中的冥想”，从而更深入地了解瑜伽的内涵。

10.瑜伽饮食学

均衡饮食在瑜伽课程中非常重要，可以帮助瑜伽练习者调整气息

和静修，瑜伽典籍中清楚写明：没有均衡饮食，练习者无法取得成功。

本课程主要是通过回复身心平衡健康并且切实可行的均衡饮食规律

以及讯息，帮助练习者掌握控制饮食，达到均衡效果。

11.形体健美操

主要讲授形体健身和健美操运动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方法，具

有中小学健美操教学和组织课外锻炼的能力。

四、专业办学特色方面

思想层面上，要求本专业培养的人才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水平和

良好的政治、文化素养；其次，在技能方面，要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理

论知识和技术能力，能在实际的工作中加以运用；能力方面，具有创

新的意识及能力，在各种健身、休闲娱乐场所进行指导、管理的能力，

瑜伽教师能够进行瑜伽课程讲授及培训，从事瑜伽相关工作的能力。

本专业办学特色主要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人们健身意识的提高，对就业者的学养、素养和技能提出了比较

高的要求。高校必须以国家规定的大方向为基础自觉的从市场经济的

需求出发，对体育教育（瑜伽艺术方向）(中外合作办学) 专业的培



养目标及时进行调整。

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在实践学习阶段都安排在专业培训机

构，俱乐部进行实习实践，并参与机构俱乐部技能培训等工作。体育

教育（瑜伽艺术方向）(中外合作办学) 专业应培养具有社会体育的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具有传统体

育技能特色，具备社会体育的组织管理，经营开发、技术指导以及科

学研究等方面的能力，能在基层社区、体育辅导站、各级俱乐部等社

会体育相关单位从事运动健身指导，运动健身保健咨询以及社会体育

事业的经营和行政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五、项目管理和财务状况明晰

本项目在原有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引进外方

的先进管理制度和措施，共同制定教学管理的相关规定和制度并拟定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合作双方将一同设计教学大纲、分享教材、交换

课程列表、考试用卷和学生作业。在教学档案和资料管理上实现规范

化、制度化与科学化，并派专人负责管理，保证教学秩序稳定顺利进

行。每学期对教师的教学日历、教案、听课情况进行逐一收取与记录，

并不定期组织中方与外方教师一起进行教学工作研讨，研究教学工

作。该项目的教学将按照合作双方认可的教学方式进行，所有课程均

为面授，中方教师将用中文教学。在不断提高自身办学能力的同时，

我们注重加强对外学习、交流和实践。

本项目资金由郑州师范学院财务处统一管理，项目收支纳入学校

预算，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学校坚持非营利性办学原则，结余



部分统一纳入下一年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发展统筹使用。

六、师资建设和教学组织方面

我校瑜伽专业的教师具有过硬的瑜伽专业技术和理论知识，其他

专业课教师专业能力强；印度派过来的外籍教师爱岗敬业。

体育教育（瑜伽艺术方向）(中外合作办学) 专业，包括教和学

两个层面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老师和学生相互配合，共同学

习，相互影响，共同进步。瑜伽老师要使用讲解、示范等教学方法向

学生传授瑜伽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同时，合理的教学技巧在讲课过

程中也非常重要。合理的教学技巧和教学方法对于挖掘学生的潜力有

很大的帮助，能够使教学质量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瑜伽教师

要在瑜伽的教学过程中进行积极的探索，并进行不断的反思，进行经

验的总结和积累，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进行改进，从而使学生能够

更加主动学习，喜欢学习瑜伽。瑜伽教师进行三种教学模式：

1.启发式教学：就是根据教学目的、内容、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知

识规律，运用各种教学手段，采用启发诱导办法传授知识、培养能力，

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以促进身心发展。这里要着重说明，启发式

教学不仅是教学方法，更是一种教学思想，是教学原则和教学观。

2.创新式教学：根据学生对教学内容认知能力，运用各种教学手

段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水平和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以促进

学生大脑认知水平发展。

3.实训式教学：通过学生课内外的练习、实验、实习、社会实践、

研究性学习等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性活动，使学生巩固、丰富和完善



所学知识，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多方面的实践能力。

瑜伽教学中，“体验式教学”方法得到了大力的推广，并受到了

很好的效果，瑜伽教学的质量得到很大提高。体验式教学是在瑜伽教

学过程中，为了完成教学目标，将瑜伽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场景、氛围

引入到瑜伽教学中去，从而帮助学生快速而准确地掌握瑜伽教学内

容，使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因此，有必要在瑜伽教学过程中，引入

这种教学方法，从而促进教学效率的提升。

规范教材体系，教与学的基础就是教材，是教学过程的知识载体。作

为教师进行教学的直接依据，教材对于学生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帮助非

常大，也延伸了课堂教学。所以，对教材体系进行规范，选用优秀的

瑜伽教材，对于瑜伽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学目的的完成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对于学生人文知识的丰富也意义重大。

七、教材选用与教学质量监控方面

本专业使用的教材有《瑜伽基础教程》、《运动解剖学》、《体育保

健学》、《体操》、《学校体育学》、《健美操教程》《田径球类运动-篮球》、

《球类运动-排球》、《棒垒球运动》、《乒乓球运动》、《羽毛球运动理

论与实践》、《武术》、《西方文明史》等。

坚持听课、评课制度，坚持教学督导、领导和专家听课、意见反

馈制度。发挥教学委员会和督导组的作用，加强教学指导。开展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学术讲座、校外学术交流等学术活动、合作办学的培训

等。加强教师培训，提升教师素养。2021 年度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举

办了青年教师创新比赛、教师教学说课比赛、教师磨课比赛等，有效



地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技能。

八、疫情对合作办学带来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2021 年疫情防控时期，为落实教育部和省教厅关于疫情防控期

“停课不停学”和“稳定有序做好线上教育”的要求, 响应学校号召，

停课不停学，认真研读上级文件，结合自身专业课程特点，认真做好

网络授课的前期准备，确定了课程的线上教学的基本形式，挖掘各类

交互平台的特点，准备了大量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形成了较为科学、

有效、合理的实施方案，顺利展开了线上课程教学工作。

（一）在线教学平台

1. 使用智慧树、腾讯会议、钉钉等软件，全面展开直播和录播

工作。

2. 如无法操作使用带记录性质的雨课堂、学习通等平台进行教

学的教师可以使用社交平台进行授课及答疑，但要做好过程性材料的

记录。

3. 如果出平台现崩溃要及时换用其他平台进行授课，并在课后

及时记录突发情况的情况说明。

（二）网上教学模式及课程要求

1. 理论课程的授课教师可以通过电脑端的“在线课程教学平

台”、“雨课堂”、“智慧树”等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网上教学、辅导答疑；

也可以组织学生通过微信群、QQ群等社交平台进行网络直播和授课。

授课教师应加强网上答疑辅导和过程监管。

2.专业体能课包括体操、田径、瑜伽基础等。授课教师可以通过

各种教学平台、微信群、QQ 群上传相关视频或文字材料，并对学生



提出的问题进行解惑答疑。因体能课属实践类课程，单纯由教师在线

技能教学效果甚微，教学效果不理想。

3.本着“停课不停学”的原则，要求专业体能课授课老师利用微

信群、钉钉或 QQ 群，给学生布置作业，上传相关视频或文字材料，

并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惑答疑，有条件的教师也可采用网络直播

形式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指导。待战胜疫情学生返校后，恢复正常

教学。因为体能课程需要授课教师与学生互动教学，同时对教学环境

要求较高，在教学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困难。

4.在停课不停学期间授课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教学平台、微信群、

QQ 群上传本学期训练相关作品的视频或文字材料，并对学生提出的

问题进行解惑答疑，待战胜疫情学生返校后，恢复正常教学。



三、财务报告



附表 1

本学年管理人员、任课教师信息一览表

序

号
类别① 姓名 国籍 学科专业 学位 职称② 人员

来源③ 护照号
所在单位

及部门④

人员

类别

从事教

育、教

学工作

年限

是否具

有教师

资格⑥

电子邮箱

仅管理人员填写

是否

专职

所任

职务

是否

授课
⑧

1 中方教师 陶坚 中国 排球 学士 正高 中方 体育学院
管理

人员
32 是

Taojian20

08@126.co

m

是 院长 是

2 中方教师 陈玉 中国 体操 学士 副高 中方 体育学院
管理

人员
33 是

Chenyu032

003@126.c

om

是
副院

长
是

3 中方教师 王建永 中国 篮球 硕士 正高 中方 体育学院
管理

人员
33 是

Wjyzzsy@1

63.com
是

副院

长
是

4 中方教师 陈新 中国 教育学 博士 副高 中方
国际教育学

院

管理

人员
25 是

zznu_cx@1

63.com
是 院长

5 中方教师 曹姝莉 中国 艺术学 博士 正高 中方
国际教育学

院

管理

人员
21 是

186380119

79@163.co

m

是
副院

长

6 中方教师 阮哲 中国 运动生理学 博士 中级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23 是

15566625@

qq.com

7 中方教师 赵维玲 中国 瑜伽 硕士 其他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5 是

101663643

8qq.com

8 中方教师 余洋 中国 乒乓球 硕士 中级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17 是

9 中方教师 高修鹏 中国 健美操 博士 中级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17 是

419714140

@qq.com

mailto:Chenyu032003@126.com
mailto:Chenyu032003@126.com
mailto:Chenyu032003@126.com
mailto:Wjyzzsy@163.com
mailto:Wjyzzsy@163.com
mailto:15566625@qq.com
mailto:15566625@qq.com


10 中方教师 张雪丽 中国 瑜伽 硕士 中级 中方
雅佳迪瑜伽

培训

任课

教师
6 是

11 中方教师 陈延柯 中国 瑜伽 硕士 其他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5 是

122336102

2@qq.com

12 中方教师 张旭敏 中国 篮球 本科 正高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33 是

Zhangxumi

n104@163.

com

13 中方教师 孙梅 中国 健美操 硕士 正高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33 是

Sunmei050

8@sina.co

m

14 中方教师 刘瑛 中国 田径 硕士 副高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33 是

270068194

1@qq.co

15 中方教师 徐杰 中国 体育保健学 硕士 中级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18 是

xujie@126

.com

16 中方教师 常志利 中国 学校体育学 博士 中级 中方 体育学院
管理

人员
23 是

592947020

@qq.com
是

系主

任
是

17 中方教师 李鹏举 中国 排球 硕士 中级 中方 体育学院
管理

人员
13 是 是

教办

主任
是

18 中方教师 刘怿 中国 健美操 硕士 副高 中方 体育学院
管理

人员
17 是

liuyi@126

.com

19 中方教师 关振宇 中国 体操 硕士 其他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5 是

20 中方教师 刘乐乐 中国 舞蹈 硕士 其他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5 是

21 中方教师 刘桂芳 中国 运动心理学 硕士 副高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17 是

22 中方教师 赵亚男 中国 足球 硕士 讲师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5 是

23 中方教师 牛星 中国 棒垒球 硕士 其他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10 是

mailto:2700681941@qq.co
mailto:2700681941@qq.co
mailto:xujie@126.com
mailto:xujie@126.com
mailto:592947020@qq.com
mailto:592947020@qq.com
mailto:liuyi@126.com
mailto:liuyi@126.com


24 中方教师 高雯 中国 羽毛球 硕士 讲师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10 是

25 中方教师 龙沧浩 中国 田径 硕士 讲师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10 是

26 中方教师 彭程 中国 武术 硕士 讲师 中方 体育学院
任课

教师
10 是

27 外方教师

Neelof

erJanh

an

印度 瑜伽 硕士 其他 外方 M3579923
印度夏尔达

大学

任课

教师
4 是

neeluyogi

ni@gmail.

com

28 外方教师 李幼仪 中国 瑜伽 学士 其他 外方 G36015954
印度辨喜瑜

伽大学

任课

教师
7 是

604385093

@qq.com

29 外方教师 mohan 印度 瑜伽 学士 其他 外方 M5923567
印度夏尔达

大学

任课

教师
5 是

30 外方教师
Sachin

kumar
印度 瑜伽 学士 其他 外方 M5894794

印度夏尔达

大学

任课

教师
5 是

说明：①“类别”栏限填“中方教师”、“外方教师”、“共同招聘教师（共同招聘教师是指以该项目名义在全球招聘的教师）”。
② “职称”栏限填“正高”、“副高”、“中级”、“初级”或“其他”。
③ “人员来源”栏限填“中方”或“外方”。“中方”是指人事关系隶属于中方机构的人员以及中方外聘人员；“外方”是指外方机构派遣人员及外方外聘人员，需

填写护照号。

④ “所在单位及部门”栏，对于中方机构人员填写所在院系所名称；中方外聘人员填写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名称；外方机构选派人员填写外方机构名称。

⑤ “人员类别”栏限填“管理人员”或“任课教师”。
⑥ “是否具有教师资格”是指中外方教师是否已经获得本国教师资格认证，例如，中方教师拥有教师资格证，外方教师拥有本国教师资格证明或证书等。

⑦ “是否专职”指管理人员是否为本项目的专职管理工作者。专职管理工作者指专门从事本项目管理工作的人员；在承担本项目管理工作的同时，还承

担教学工作或其他管理工作的人员列为兼职管理人员。

⑧ “是否授课”指是否在本项目承担管理工作的同时也参与教学工作。



附表 2-1

最新一届学生培养方案课程信息一览表①

序号 课程类别
②

课程名称
课程

学分
开课周数

每周课时

数（学时）
开课学年 开课方式

③
授课方式

④
授课语言 本学年授课教师

1 公共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3 18 3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闫晓杨

2 公共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4 18 4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丁明秀

3 公共课 形势与政策 1 18 1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王骄阳

4 公共课 大学英语 1 3 18 3 1 中方开设 面授 英语 巴清茹

5 公共课 大学英语 2 3 18 3 1 中方开设 面授 英语 范海盈

6 公共课 计算机基础 2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金民

7 公共课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8 1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陈新

8 公共课 普通话 2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李菲

9 公共课 现代教育技术 2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沈俊汝

10 公共课 音乐鉴赏 2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张璇

11 公共课 三笔字 2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连建春



12 公共课 美术鉴赏 2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王莉莎

13 专业基础课 篮球 1 1.5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王冰冰

14 专业基础课 足球 1 1.5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裴宏亮

15 专业基础课 人体解剖学 4 18 4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阮哲

16 专业核心课 形体健身健美操 2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赵维玲

17 专业核心课 瑜伽基础 3 18 4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赵维玲

18 专业核心课 瑜伽基础 2 1.5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赵维玲

19 专业核心课 瑜伽专业英语 1 2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王艳花

20 专业核心课 瑜伽专业英语 2 2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王艳花

21 选修课 体操 1 1.5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关振宇

22 选修课 运动生理学 2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阮哲

23 选修课 乒乓球 1.5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余洋

24 公共课 大学英语 3 2 18 2 2 中方开设 面授 英语 程子晔

25 公共课 大学英语 4 2 18 2 2 中方开设 面授 英语 程子晔

26 公共课 大学生创业基础 2 18 2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待定

27 公共课 大学生就业指导 1.5 18 1.5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待定

28 公共课 心理学 3 18 3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李琰



29 公共课 教育学 3 18 3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范国峰

30 专业基础课 排球 1 1.5 18 1.5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常志利

31 专业基础课 瑜伽器械（球等） 2.5 18 4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李幼仪

32 专业基础课 学校体育学 2 18 2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刘桂芳

33 专业基础课 西方文明史 2 18 2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李幼仪

34 专业基础课 印度文化印度舞 2 18 2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刘乐乐

35 专业核心课 瑜伽生理学 2 18 2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许迎迎

36 专业核心课 体育保健学 2 18 2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徐杰

37 专业核心课 瑜伽治疗与应用 2 18 2 2 引进外方 面授 英文 Neelofer Jahan

38 专业核心课 运动训练学 2 18 2 2 引进外方 面授 中文 Neelofer Jahan

39 专业核心课 瑜伽静修 2.5 18 4 2 引进外方 面授 英文 Neelofer Jahan

40 专业核心课 瑜伽静修 2 2.5 18 4 2 引进外方 面授 英文 Neelofer Jahan

41 专业核心课 瑜伽健身学 2 18 2 2 引进外方 面授 英文 Neelofer Jahan

42 选修课 棒垒球 1.5 18 2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牛星

43 选修课 网球 1.5 18 2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郭鹏飞

44 选修课 体育舞蹈 1.5 18 2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刘乐乐

45 选修课 羽毛球 1.5 18 2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高雯



46 选修课 田径 1 1.5 18 2 1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陈凌楠

47 选修课 武术 1.5 18 2 2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彭程

48 实践课 毕业实习 8 18 8 3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陈四海

49 实践课 毕业论文（设计） 6 18 6 3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李鹏举

50 实践课 军事技能训练 2 18 2 3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待定

51 实践课 劳动实践 1 18 1 3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待定

52 实践课 专业见习 1 18 1 3 中方开设 面授 中文 李鹏举

说明：①“最新一届学生培养方案课程信息一览表”中填写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最新一届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所要求的全部课程。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需提供机构内所有专业的培养方案有关信息。

②“课程类别”栏限填“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选修课”或“实践课”。

③“开课方式”栏可以填“中方开设”、“共同开发”、“引进外方”或“其他”。“共同开发”为课程大纲、教辅资料、试卷等均由双方共同商定、

教师由双方认可；“引进外方”为课程大纲、教辅资料、试卷等均由外方提供，教师由外方派遣或认可。若为其他方式，请予以说明。

④“授课方式”栏可以填“面授”、“远程”或“函授”，若为其他方式，请予以说明。



附表 2-2

最新一届学生培养方案课程信息一览表①

序号 课程类别②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教材使用

语言
教材类别③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或

编制年份）
备注

1 专业核心课程 瑜伽基础（印度文化） 瑜伽基础教程 中文 中方教材 刘春秀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年 5 月

2 专业基础课程 运动解剖学 运动解刨学 中文 中方教材 李世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 5 月

3 专业基础课程 体操 体操 中文 中方教材 张涵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3 月

4 专业基础课程 学校体育学 学校体育学 中文 中方教材 周登高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7 年 5 月

5 专业核心课程 体育保健学 体育保健学 中文 中方教材 赵 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

6 专业核心课程 运动生理学 运动生理学 中文 中方教材 邓树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 5 月

7 专业核心课程 形体健身健美操 健美操教程 中文 中方教材 王 洪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8 年 1 月

8 专业基础课程 田径 田径 中文 中方教材 刘建国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8 月

9 专业基础课程 篮球 球类运动-篮球 中文 中方教材 王家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

10 专业基础课程 排球 球类运动-排球 中文 中方教材 黄汉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 5 月

11 专业基础课程 棒垒球 棒垒球运动 中文 中方教材 张瑞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4 月

12 专业基础课程 乒乓球 乒乓球运动 中文 中方教材 周爱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8 月

13 专业基础课程 羽毛球 羽毛球运动理论与实践 中文 中方教材 肖杰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8 年 2 月



14 专业基础课程 网球 网球运动教程 中文 中方教材 刘青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

15 专业基础课程 武术 武术 中文 中方教材 蔡仲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

16 专业基础课程 西方文明史 西方文明史 英文 外方教材

Mark

kishlans

ky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8 年 6 月

说明：①“最新一届学生培养方案课程信息一览表”中填写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最新一届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所要求的全部“专业基础课”和“专

业核心课”。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需提供机构内所有专业的培养方案有关信息。

②“课程类别”栏限填“专业基础课”或“专业核心课”。

③“教材类别”栏限填“中方教材”、“外方教材”、“合作开发教材”


	说明：①“类别”栏限填“中方教师”、“外方教师”、“共同招聘教师（共同招聘教师是指以该项目名义在全球
	② “职称”栏限填“正高”、“副高”、“中级”、“初级”或“其他”。
	③ “人员来源”栏限填“中方”或“外方”。“中方”是指人事关系隶属于中方机构的人员以及中方外聘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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