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2016 年传统体育养生与老年社会论坛
论文评审结果及有关事宜通知
各有关单位、会员：
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主
办，国家武术研究院和上海体育学院承办，广州体育学
院武术系协办的“传统体育养生与老年社会论坛”将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至 23 日（21 日报到，23 日离会）在
广州体育学院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传统体育养生
与老年社会发展”，旨在交流最新的传统体育养生与老
年社会的科研成果。本次论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有关单
位和个人报送的论文 19 篇，经专家评审，录用论文 19
篇，现将论文录取结果及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论文录取
（一）论文录取分为专题报告、专题研讨、书面交
流 3 种形式（见附件 1）。
二、学术交流形式
（一）专题报告

专题报告时间为 15 分钟，报告全部结束后问答讨
论 30 分钟，讨论结束后，主持人向报告人颁发论文证
书。报告会场提供多媒体设备，请报告人做好相应准备。
（二）专题研讨
本次论坛特设专题研讨环节，组委会将特邀嘉宾
与录取为专题发言与研讨的作者进行主题沙龙活动，请
录取作者根据自身研究与实践进行经验分享与问题研
讨。
（三）书面交流
书面交流的论文作者不需到会。
注：参加专题报告与专题研讨者将进行奖项评定，
不参会者，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奖项评定资格。
三、参会事项
（一）参会确认
请参会作者于 9 月 11 日前以邮件的形式发送确认
参会信息，邮件名为：姓名+单位+确认参会（例如：张
三+上海体育学院+确认参会），同时将会议费邮局汇款
凭证的扫描件或照片以附件形式发送到邮箱：
wushufenhui@126.com。
（二）会议费

确定参会的作者需于 2016 年 9 月 11 日前缴纳 700
元会议费，书面交流作者缴纳 400 元会议材料费。个人
交纳方式是邮局汇款：通过邮局将会议费寄交中国体育
科学学会办公室（地址：北京东城区体育馆路 11 号，
邮编：100061），汇款单上需注明“传统体育养生论坛
会议费”字样，“汇款人姓名”务必填写第 1 作者姓名
和所在单位。单位集体交款可通过银行转账或支票，开
户行：工行北京体育馆路支行，户名：中国体育科学学
会，账号：0200008109089053154。银行汇款请写明汇
款事项（传统体育养生论坛会议费）、第 1 作者姓名及
所在单位。该账号不接受个人交费，单位集体汇款请将
汇款凭证以扫描件或照片的形式发送到邮箱：
wushufenhui@126.com。
逾期未邮件确认参会或未缴纳会议费的论文作者
不安排参会，其论文不刊入《论文汇编》并不颁发论文
证书。
四、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9 月 21 日 09:00-17:00
09:00-09:30

内容

地点

报到

广州景星酒店

开幕式

09:30-10:15 大会主报告（一）

刘
9 月 22 日

10:15-11:00

宇

教授

大会主报告（二） 广州体育学院
王于领

教授

13:30-15:30

专题报告

15:30-16:30

专题研讨

9 月 23 日

学术报告厅

离会

（报到联系人：蔡

莉 18688901190）

五、食宿与费用
参会作者的食宿、交通自理（会务组提供 9 月 22
日午餐、晚餐）；广州体育学院周边酒店信息见附件 2。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范铜钢 李朝旭
联系电话：021-51253209

020-38025610

附件 1：论文评审录取结果
2：大会主报告专家简介
3：广州体育学院周边酒店信息
4：广州体育学院校园地图与到达路线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2016 年 9 月 6 日

附件一：2016 年传统体育养生与老年社会论坛论文评审结果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单位

评审结果

刘静，谢慧慧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黄丽英，于琼琼，陈培培

广州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王会儒，姚忆

上海交通大学

专题报告

戴志鹏，马卫平

湖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张忠杰，龙宇晓，刘存忠

贵州师范学院

专题报告

李小华，王震，黄引毅，郎佳莹，王人卫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报告

龚惠萍，代流通

广州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张秀萍，王光

上海大学

专题研讨

李玉超，王震，黄引毅，王人卫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高迎杰，王震，黄引毅，刑瑞蕊，王人卫

上海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

太极拳运动对老年人抑郁和心率变异性影响的相关研究

2

八段锦干预对中老年女性睡眠质量的调节作用

3

“传统体育养生+医疗+养老”的老年健康干预模式构建

4

老年人体育健身领域的健身养心类民族传统体育推广研究

5

中国苗族传统体育养生机理探讨

6

12 周气功锻炼对老年肺癌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7

老年人传统体育养生项目的开发研究

8

探索老年教育与高校学科联动发展教学新模式
——以老年大学引进传统体育养生课程为例

9

12 周气功锻炼对老年肺癌患者总体幸福感的影响

10

12 周气功锻炼对肺癌患者睡眠质量干预的影响

11

论太极拳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唐姗姗

武汉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2

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的文化学内涵分析

武胜奇

广东省外语艺术
职业学院

专题研讨

13

“老龄化社会+大数据”催生新型养老资源：“自立”养老

龚梦玲

成都体育学院

专题研讨

14

老年养生之道与养生思想研究论述

杨鏃江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专题研讨

15

老年社会背景下河南省健身气功活动站点发展研究

胡玉玺，刘鑫

郑州大学

专题研讨

16

太极拳对老年人健康的促进作用

王灿，曹建民

北京体育大学

专题研讨

17

基于知识图谱对我国太极拳的可视化分析

黄卓

武汉体育学院

书面交流

18

老龄化背景下在社区体育实施“医养结合”促进健康研究

郭雷祥

皖南医学院

书面交流

19

论太极拳运动对老年人健康养生的作用

王俊峰，胡国庆

郑州大学

书面交流

附件二：大会主报告专家简介
一、刘 宇（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科学学院院长、“运动健身科技”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
生物力学学会（ISB）执委、亚洲运动训练科学学会（AACS）副主席、《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副主编、
《Footwear Science》、《体育科学》、《中国运动医学杂志》等学术期刊编委。
研究方向及成果：运动生物力学、神经肌肉系统动力学、运动健康促进。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等课题 20 余项，2006 年起
与美国 NIKE 总公司建立了“全球合作研究伙伴”关系并完成国际合作课题 3 项。近年来发表科研论文百余篇（其中 30 余篇被 SCI
期刊收录）， 获发明专利 11 项（美国专利 1 项）、实用新型 20 余项。

二、王于领（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康复医学科科主任、主任物理治疗师；中山大学公共卫生硕士、香港理工大学康复科学系博士、澳大利亚
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访问学者；中国康复治疗国际化教育物理治疗学专家委员会主席，中国物理治疗师资质认证考核专
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物理治疗学组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及成果：从事康复医学与物理治疗临床、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21 年，专长于颈肩腰腿痛、骨关节疾病、运动损伤的康
复和物理治疗；发表科研论文及教学等论文 30 余篇，SCI 收录 8 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CMB 美国中华医学基
金会 1 项，先后主持“985”二期建设“博学工程”教学改革项目等基金 13 项。

附件三：广州体育学院周边酒店信息
酒店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广州景星酒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89 号

020-87552888

广州大荣酒店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196 号

注：1、报到处设在景星酒店。
2、预订房间，请提示参加“传统体育养生论坛”。

020-87014488

价格（间）

距体院距离

300 元/标间

学院旁（距离会场 1 公里、

（四星、含早餐）

研究生公寓马路斜对面）

228 元/标间

学院旁（距离会场 500 米、

（三星、不含早餐）

学院食堂后面）

附件四：广州体育学院校园地图与到达路线

到达报到处（景星酒店）主要路线：
路线 1：在广州火车东站，出站沿林和西路向南步行约 300 米即到景星酒店；
路线 2：①在广州火车站乘地铁 2 号线（广州南站方向），经 3 站到公园前站下，站内换乘
地铁 1 号线到广州火车东站，出站沿林和西路向南步行约 300 米；
②乘 30 路公交，经 9 站，到广州体育学院站下，沿林和西横路步行 1 公里；
③乘坐出租车 9 公里约 27 元。
路线 3：①在广州南站乘地铁 2 号线，经 12 站，到公园前站下，站内换乘地铁 1 号线到广
州火车东站，出站沿林和西路向南步行约 300 米；
②在广州南站乘 303A 路公交，经过 21 站（约 2 小时），到广州体育学院站下沿林
和西横路步行 1 公里；
③乘坐出租车 30 公里约 77 元。
路线 4：①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乘地铁 3 号线，经过 11 站到林和西路站，A 出口直行约 200
米；
②乘机场大巴，到中信广场站下沿林和西路（向北即广州东站方向）步行 200 米；
③乘出租车 38 公里约 11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