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科技信息
◆ 学科动态

沈阳体育学院图书馆

◆科学研究

◆教学参考

5
2009

封二

如何在参考文献中著录电子文献
电子文献（electronicd ocuments）以数字方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存储在磁、
光、电介质上，通过计算机、网络或相关设备使用的记录有知识内容或艺术内容的文献
信息资源，包括电子书刊、数据库、电子公告等。
参考文献中电子文献的著录格式为：
[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出版地：出版
者，出版年（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
电子文献类型与载体类型标识基本格式为［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例如：
[DB/OL］——联机网上数据(database online)；
[DB/MT］——磁带数据库(database on magnetic tape)；
[M/CD］——光盘图书(monograph on CD ROM)；
[CP/DK］——磁盘软件(computer program on disk)；
[J/OL］——网上期刊(serial online)；
[EB/OL］——网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online)；
文献类型标识中，DB 代表数据库，CP 代表计算机程序，EB 代表电子公告，J 代表
期刊。
载体类型标识中，OL 代表联机网络，MT 代表磁带，CD 代表光盘，DK 代表磁盘。
示

例：

[1]P A CS-L;t hep ubli- ccessc omputers ystemsf orum[EB/OL].H ouston,Tex;
University of Houston Libraries,1989[1995-05-17].http：
//info.lib.uh.edu/pacsl.html.
[2]On 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Inc.History of
OCLC[EB/OL].[2000-01-08].http：//www.oclc.org/about/history/default.htm.
[3]HOPKINSONA.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1999-12-08].http：
//www.ills.org/IV/ifla64/138-161e.htm.
(摘至《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

封三

文献标识码(Document code)

国家新闻出版署 1992 年发布并试行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
数据规范》，对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专题文献数据库》的期刊提出了
要求，每篇文章或资料应有一个文献标识码，并且规定了与每种文献标识码相对
应的文献的数据项，即格式。
其作用在于对文章按其内容进行归类、以便于文献的统计、期刊评价、确定
文献的检索范围，提高检索结果的适用性等。具体如下：
A--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
B--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社科)
C--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包括领导讲话、特约评论等)
D--一般动态性信息(通讯、报道、会议活动、专访等)
E--文件、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统计资料、机构、人物、书刊、知识介绍等)

说明：1）不属于上述各类的文章以及文摘、零讯、补白、广告、启事等不加
文献标识码。
2）中文文章的文献标识码以 "文献标识码："或"［文献标识码］"作为标识，
如：文献标识码：A
3）英文文章的文献标识码以"Document code:"作为标识
文献标识码一般不需要作者标注，而是由期刊专职人员根据文章内容划分的。
因期刊有时很难绝对区分各类文献的差异，所以不同时期期刊同样文章格式的标
识码有所不同，这与编辑人员对上述规范的理解程度不同有一定的关系；同一种
期刊同类文章的标识码也有不同，这与文章的篇幅及论述的详尽程度有关。总之，
目前文献标识码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规范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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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1．第十八届全国体育统计论文报告暨学术研讨会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统计分会定于 2009 年 12 月召开第十八届全国体育统计论文
报告暨学术研讨会，开会具体时间、地点待定，11 月后请上西安体育学院网站查询。
详细信息请查阅：http://www.csss.cn/showInfo.asp?id=1781
2．tHb2mass 作为检测血液兴奋剂新指标的探索
探索检测血液兴奋剂(EPO、rhEPO等)的有效指标，一直是世界反兴奋剂研究的重点。
近来研究证实，耐力运动员成绩提高的主要血液学机制是通过训练增加体内总血红蛋白
容量(total hemoglobin mass，tHB2mass)，而血液兴奋剂也是通过增加体内tHB2mass
来实现其主要促力作用。随着测试方法的成熟，研究人员认为，tHB2mass有可能作为检
测血液兴奋剂的新指标。但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关于短期训练(3周～3月)对tHB2mass的影
响，且结果并不一致。目前难以明确的是，在较长周期内，运动员竞技水平、训练量、
训练周期、测试地点等因素综合影响下tHB2mass的变化规律和个体差异情况。
德国和瑞士的科研人员对24名(20男，4女)未摄入任何血液兴奋剂的高水平国家队
运动员(15名三项全能、9名自行车运动员)和6名体育爱好者进行了为期1年的系统研究，
其严格控制了年龄、性别、体成分、运动水平、训练周期、训练量、测试条件可能存在
的影响，比较了运动员静脉血和毛细血管血tHB2mass、Hb和Hct在1年内不同时期的变化
情况。为精确评价测量误差和真实的个体差异，除采用传统的协方差分析外，研究人员
还采用了加权线性模型(weighted inear model)横向对比本项实验的误差控制情况。结
果发现，运动员tHB2mass值显著高于对照组，且组间和组内都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提
示tHB2mass值有较好的特异性。而训练量、训练时间、血浆容量变化、测试时间地点对
tHB2mass均无显著性影响，提示tHB2mass有较好的稳定性，不易受其他因素影响。研究
还发现，tHB2mass和Hb的总误差(测量误差+真实个体差异)分别为2.2%和3.5%，其结果
优于以往的小样本研究，与Sharp·K等的大样本研究结果一致。tHB2mass稳定性好于Hb，
且都未达到摄入EPO和血液回输后的警戒值，提示运动员不同训练阶段tHB2mass值也较
为稳定，有可能作为血液兴奋剂检测的新指标。
此项研究首次提出，tHB2mass可能作为检测血液兴奋剂新指标的设想，其指标稳定
性好、特异性强且个体差异较小(但一旦摄入外源性EPO，其值会发生明显变化)，不像
Hb和Hct等常规检测指标易受血液浓缩、血浆容量变化的影响，因而有其明显优点。但
此项探索性研究样本量较小，且未能对运动员特殊应激情况下(如某些疾病、高原/低氧
训练等)tHB2mass系统变化规律和个体差异的探索。综上，将tHB2mass用于检测血液兴
奋剂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但推广应用还需要做更多、更细致的工作。（摘至《体育科
学》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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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内首个运动心理学专业奖项设立
为进一步促进运动及锻炼心理学的发展，促进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中国体育科学学
会运动心理学分会，中国心理学会体育运动专业委员会和国际运动及锻炼心理学期刊
（IJSEP）中文部分编委会经过长达近一年的酝酿筹备，合作推出了“运动及锻炼心理
学华人青年学者奖”和“运动及锻炼心理学优秀论文奖”等两个运动心理学专业奖项。
“运动及锻炼心理学华人青年学者奖”以 45 岁以下在运动与锻炼心理学领域有突
出表现的华语地区优秀青年学者为奖励对象。而“运动及锻炼心理学优秀论文奖”的奖
励范围则主要针对在《国际运动及锻炼心理学期刊》（国际运动心理学会官方学术期刊）
中文部分发表的优秀论文。两者均为年度奖项。
奖项评选章程详见。
4．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新一届分会挂靠单位评选结果
序号

分会名称

挂靠单位名称

1

体育社会科学分会

北京体育大学

2

运动训练学分会

北京体育大学

3

运动医学分会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

4

运动生物力学分会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

5

运动心理学分会

武汉体育学院

6

体质研究分会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

7

体育信息分会

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

8

体育仪器器材分会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

9

体育建筑分会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

10

体育统计分会

西安体育学院

11

体育计算机应用分会

上海体育学院

12

学校体育分会

北京体育大学

13

体育史分会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14

武术分会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

15

体育管理分会

北京体育大学

16

体育产业分会

上海体育学院

17

体育新闻传播学分会

成都体育学院

18

运动生理生化分会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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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体育核心期刊论文摘编
体育教育训练学
1．当代美国中小学体育课程范式研究/张宁，张嘉伟//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
35（7）：75-77
在美国，体育课程模式分为学科中心或学生中心两类。其中学科中心的课程范式是
由传统的活动课程范式、动作教育课程范式和概念课程范式构成。学生中心的课程则是
由学生发展课程范式和学生中心课程范式组成。通过对美国几种课程范式的探讨，为我
国学校体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2．现代竞技体育项目优势转移现象研究/杨改生等//体育科学，2009，29（9）：24-35
运用文献资料调研、专家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以田径、游泳、体操、足球、篮
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为例，回顾了国际体坛的格局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分
析其优势转移的规律:现代竞技体育优势的转移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现代男子篮
球竞技优势获得的金字塔模型共由外部环境、发展动力、竞技能力 3 个平台模块和 1 个
路径模块(竞技能力提高→把握制胜因素→进行技战术、训练手段等的创新→获取竞争
优势)构成，3 个平台模块内部要素越协同，模块之间越适应，就越有利于竞技优势的获
得。只有在拥有高水平竞技能力的基础上把握项目的制胜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创新，
才能获得稳定、持续的竞争优势。
3．论研究性学习方式下体育教师教学策略/周坤，张敏，董满秀//成都体育学院学
报，2009，35（5）：91-94
运用文献资料、专家咨询、逻辑推理等研究方法，在分析研究性学习对体育教师提
出的挑战与要求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研究性学习方式下体育教师的教学策略:激发学
生研究兴趣、培养学生问题意识，渗透研究学习思想、营造课堂探究气氛，创设良好问
题情境、精心设计课堂问题，指导学生思维方法、传授学生研究策略，建立新型师生关
系、营造民主教学氛围，改变教学方式，优化教学手段，重视教学评价、加强教学反馈
等。
4．近 20 年我国适应体育研究评述/郝传萍，卢雁//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25
（7）：25-29
描述、分析近 20 年中国适应体育的研究状况，通过对过去 20 年研究成果出现的频
率、发表刊物的类型、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概述，阐述了近 20 年我国适应体育研究在适
应体育学科理论、适应体育教育基本理论、适应体育教师及残疾学生体育教学等领域的
基本状态，认为适应体育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被日益重视，适应体育研究理论初步形成，
3

需要加强学科理论及内涵的研究，需要对使用的概念进行讨论与统一。
5．核心力量训练与人体形态美的塑造/王冬月//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25（6）：
81-83
近年来核心力量训练在竞技体育领域已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研究范围大都集中在核
心力量训练对运动员竞技能力提高的意义上，而很少有人对塑造人体形态美方面进行阐
述。从核心力量和形态美的定义谈起，再对各自训练方法的共同点进行探讨，以期提高
运动员的审美意识，拓宽核心力量训练的美学意义。
6．论我国公共体育发展道路选择的基本问题/董传升//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
28（4）：6-9
在分析我国选择公共体育发展道路基本依据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在公共体育
发展模式上应扮演掌舵、服务和监管多重角色的观点。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立基
础性公共体育服务的“产品目录”，为绝大多数公民提供基础性的公共体育服务是我国
政府在公共体育发展道路中的核心职能；基于此，构建了我国公共体育管理模式的基本
结构——政府主导、NPO 组织辅助和经济组织补充的公共体育服务管理结构，即，政府
提供基础性的公共体育服务，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提供差异化的公共体育服务，经济组织
则提供个性化的有偿的体育服务。

运动人体科学
1．香丹注射液和被动运动对失神经大鼠腓肠肌和胫骨显微结构的影响/高丽等//山
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25（6）：28-31
目的:探讨被动运动和香丹注射液对失神经大鼠腓肠肌和胫骨显微结构的影响。方
法:3月龄雄性Wistar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被动运动组、香丹组和联合组，
除假手术组外，其他各组切断左侧坐骨神经和股神经，然后被动运动组、香丹组和联合
组分别进行30天被动运动和香丹注射液灌胃，光镜观察腓肠肌、胫骨的显微结构。结果:
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的损伤侧肌湿重/对侧肌湿重极显著降低，胫骨重量显著降低。
与模型组相比，被动运动组、香丹组、联合组的损伤侧肌湿重/对侧肌湿重显著性升高，
联合组的胫骨重量显著性增加；模型组肌纤维直径和横截面变小，部分肌纤维轮廓模糊，
被动运动组、香丹组、联合组显示与模型组相比肌纤维直径和横截面增加，肌纤维排列
紧密、轮廓相对清晰。模型组显示与假手术组相比骨小梁数目明显变少，纤细，排列稀
4

疏，被动运动组、香丹组、联合组显示骨小梁相对粗壮，数目明显增加，排列相对紧密。
结论:大鼠失神经支配引起腓肠肌、胫骨纤维结构的完整性破坏，被动运动和香丹注射
液治疗改善了腓肠肌和胫骨的显微结构变化，被动运动和香丹注射液联合作用效果更
佳。
2．大强度间歇跑台运动对大鼠长骨生长的影响/房冬梅//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
25（6）：32-34
为探讨大强度间歇跑台运动对大鼠长骨生长的影响，将16只5周龄雌性SD大鼠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间歇跑台运动组。间歇跑台运动组进行每周5天每天两次的9周跑台运动，
运动负荷递增，于第四周达到每次15min，中间间隔30min的40m/min跑台运动，取大鼠
胫骨进行骨量和骨组织形态计量学指标的测定。结果显示:间歇跑台组大鼠骨灰度密度
非常显著地高于对照组，间歇跑台运动组大鼠胫骨的骨小梁体积、骨小梁平均宽度、皮
质骨宽度、类骨质表面积和类骨质厚度极显著地高于对照组，骨小梁数目和生长板厚度
显著高于对照组，而骨小梁分离度和侵蚀表面积却极显著地低于对照组。这些结果表明
大强度间歇跑台运动对大鼠长骨生长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3．运动适应中AMPK分子调控机制的研究进展/孙静，刘志二//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09，28（4）：73-76，80
运动应激导致机体骨骼肌细胞内的相对能量平衡状态遭到破坏，机体恢复相对能量
平衡状态对机体运动能力
的保持具有重要意义。AMPK在运动适应过程中对调节细胞能量代谢和物质代谢，维
持细胞自稳态具有重要作用。在一次性运动中AMPK的激活具有运动强度依赖性和运动时
间依赖性。AMP/ATP比值改变是运动适应过程中AMPK激活的主要机制，Cr/PCr比值、葡
萄糖等细胞内其他能量物质状态、H+浓度变化和LKB1等骨骼肌AMPK上位激酶的变化对
AMPK激活也有影响。阐明了在运动适应过程中AMPK分子调控机制方面的研究进展。
4．大学生健身快走与慢跑锻炼的心肺负荷动态观察/马楚虹，钱永东，田仙花//北
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8）：96-98，101
对大学生参与健身快走,健身慢跑的运动过程进行实时心肺负荷监测与分析。分别
测试他们参与健身快走,健身慢跑运动全过程中的摄氧量(VO2),心率(HR),相对摄氧量
(VO2/Kg),氧脉搏(O2-Pulse),呼吸频率(BF),呼吸交换率(RQ),每分通气量(MV),二氧化
碳呼出量(VCO2))等生理指标。通过对实验观察数据的整理、统计和分析,了解大学生健
身快走,健身慢跑时的心肺功能状况和有氧工作能力,对健身项目的锻炼效果进行综合
评价,旨在为大学生参与健身锻炼提供参考。
5．摔跤运动员血瘦素与体成分的相关性及抗阻训练对其影响研究/李春艳等//武汉
体育学院学报，2009，43（9）：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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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摔跤运动员血瘦素的分泌特点、与体成分的相关性,分析一次性抗阻运动
对摔跤运动员血瘦素水平的影响。方法:以男子摔跤专业运动员(n=12)为实验对象,以运
动爱好者(n=14)和非运动爱好者(n=12)为对照,对安静时血瘦素的分泌特点及与体成分
的关系进行分析。抗阻训练后,30min,再次测定血瘦素水平,对比研究专业组抗阻训练前
后血瘦素的变化。结果:安静时,摔跤运动员血瘦素水平、体脂、体脂%及体重指数显著
高于运动爱好组和非运动爱好组(P<0.05)。摔跤运动员血瘦素水平与体脂、体脂%正相
关(P<0.01),与体重指数间不具有相关性(P>0.05),非运动爱好组的血清瘦素与体重指
数高度相关(P<0.01)。但是各组间单位体脂的血清瘦素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摔
跤运动员在进行抗阻训练后 30min,血瘦素水平下降 8.7%(P<0.001)。结论:1)摔跤运动
员体成分发生了改变；2)体脂是血瘦素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3)一次性抗阻训练能下调
男子摔跤运动员血瘦素水平。
6．马拉松运动对人体外周血细胞 DNA 损伤和氧化应激的影响/刘晓莉等//北京体育
大学学报，2009，32（7）：60-62
目的:观察马拉松运动后不同时相人体外周血细胞 DNA 的损伤效应及血浆中 SOD、
GSH 和 MDA 活性的变化,探讨大强度耐力运动引起人体血细胞 DNA 损伤的机制。方法:选
取 7 名参加 2007 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的健康男运动员,分别在运动前一天(CG)、运动后
2h(2h)、24h(24h)和 48h(48h)采血抗凝,用单细胞凝胶电泳(SCGE)技术检测人体外周血
细胞 DNA 损伤,并测定血浆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谷胱甘肽(GSH)和丙二醛(MDA)
含量。结果:运动后 2h 和 24hDNA 损伤程度显著高于安静水平,2h 显著高于 24h；48h 基
本恢复至安静水平。2h 血浆中 SOD 活性、GSH 和 MDA 含量均较安静水平显著升高；24hSOD
和 MDA 仍显著高于安静水平,而 GSH 水平则无显著差异；48hSOD、GSH 和 MDA 均较安静水
平无显著差异。结论:马拉松运动对人体外周血细胞的 DNA 损伤具有明显的诱发作用,且
存在一定的时序性特征。运动性氧应激是导致人体外周血细胞 DNA 损伤的原因之一。

民族传统体育学
1．中国武术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估研究/林小美等//体育科学，2009，29（6）：
90-96
目的:通过构建中国武术发展指标体系，为相关部门和武术工作者提供操作性较强
的理论依据；方法:采用文献资料调研、专家调查、统计分析等方法；结果:两轮问卷调
查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 100%和 84.8%，专家权威程度均大于 0.6，其中权威程度在。7
以上的占 50%。58 个指标重要性均值均大于 3.5，变异系数均低于 0.30，专家意见协调
性好，预测结果可取；结论:北京奥运会后，中国武术发展指标体系由 4 个一级指标、
10 个二级指标和 58 个三级指标组成。其中一级指标涵盖:武术产业、武术科技与信息、

6

武术教育以及武术国际化 4 个方面。通过建立综合评佑公式，得到武术发展综合评价数
值，从而达到武术纵向和横向比较的目的。
2．从民族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融合的视阈新解武术/龙行年//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9，35（7）：19-22
武术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与世界接轨后，武术的
文化内涵逐渐剥离，一度被视同为体育。鉴于此，理论界争辩之声升级，有坚持将武术
界定为体育范畴的，有将武术厘定为民族传统技击术的，有持广狭二分说的，统合争论
焦点在于是以功能或以内涵来厘定武术概念。
3．全球化语境下武术的文化困惑及其应对机制/胡勇刚//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
28（4）：110-113，128
分析全球化语境下武术文化发展的尴尬境况，从中西体育文化的异质性、外部机制
与内在根源等对中国武术发展的文化困惑进行深度解析，探索当今武术文化发展的思
路。武术文化的发展要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的发展首先是一种文化的演变和发展；
武术的发展应以史为鉴，进一步加强科学化进程，以科学有效地应对机制促进其发展；
武术的文化自新必须建立在保持其文化个性和技术特征的文化自觉基础之上，而不是全
盘西化创造出一种新文化的物种。
4．传统武术发展思考/炊遂堂，安献周//体育文化导刊，2009，（7）：148-151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分析传统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认为武术价
值功能在实现与其相对应的具体历史中的政治、军事、文化发展状况相适应，不同社会
历史阶段对武术的不同影响决定武术价值定位的实现。传统武术应重视文化的保存；竞
技武术与传统武术之争是历史的必然；应理性看待传统武术的回归。
5．改革开放 30 年武术教育热点透视/桑全喜，张国栋//体育学刊，2009，16（9）：
92-97
改革开放 30 年来，纵观武术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1)1978-1989 年的武
术教育思想大讨论，起到了解放思想、重新认识武术的作用；(2)1990-1999 年武术在学
校教育中全面推广，期间武术的文化内涵、教学和学科体系的构建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3)新世纪伊始，学者们从武术教育的历史入手逐渐过渡到武术的文化教育价值、教育
改革、教育体系等方面的研究上来。贯穿这一历程的主线则是武术教育的日益完善与发
展。但 30 年来的武术教育研究却不容乐观：基础理论研究不深入、应用理论研究规模
小、研究范式与方法较单一、跨学科与跨领域的研究较其他学科少。研究表明，拓展武
术教育研究领域，重视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将成为未来武术教育研究的趋势。
6．武术发展的涵义、特征与战略原则/王燕，陈姗，柯易//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9，
43（9）：61-64
从系统理论入手,以武术发展为研究对象,研究武术发展的涵义和特征,从历史观、
整体观、发展观探讨武术发展的战略原则。武术发展是正向的武术运动演变,是一个从
古至今向未来延伸的武术运动成长过程。武术发展包括武术作为发展主体的自身发展,
以及武术发展所形成的武术文化状态及其演进。武术发展具有社会必然性、历史进步性、
需求目的性与内容多元性,武术发展是人的发展。武术发展战略原则需要遵循全局整体
观原则、争取和保持主动权原则、目标与手段互动协调原则、间接战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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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人文社会学
1．体育产业融合与产业发展——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视角/王艳，刘金生//成都
体育学院学报，2009，35（7）：7-10
产业融合已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趋势之一。通过对产业融合理论的研究，阐述体育
产业领域的融合现象，系统分析体育产业的融合机制，融合效应等。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提出未来我国体育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以此优化体育产业结构，扩大体育产业的外
延与影响力，增强体育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我国职业体育产业规制应然模式的建构分析/周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
32（7）：16-19
探讨我国职业体育产业政府规制模式的构建问题，对转换体育行政部门职能，推动
体育行政部门改革，促进职业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结
合我国职业体育产业的具体情况，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既符合演进趋势又
兼顾体制传承和平稳过渡的角度考虑，规制机构改革的初始选择应是在政府相关主管部
门下，设立或重组形成相对独立和集中的规制机构，并逐渐走向独立。
3．论北京奥运精神遗产的 AGIL 模型与文化载体的利用/赵溢洋，刘一民//体育科
学，2009，29（8）：20-25
弘扬北京奥运精神遗产是一项社会行动，它的良性运行需要满足一定的功能条件，
借鉴帕森斯的 AGIL 模型，它们是社会力量适应北京奥运精神遗产资源(A)，北京奥运精
神遗产的目标达成(G)，该社会行动的制度控制和情感凝聚(I)，以及社会组织机构维持
与复制该社会行动(L)。同时，弘扬北京奥运精神遗产还需要借助物质文化载体和非物
质文化载体，使精神遗产转化为具体的物质设施、公民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管理的有效制
度。社会实践中，弘扬北京奥运精神遗产需要利用体育、教育、文化和传媒等重要途径，
使物质文化载体和非物质文化载体互动耦合，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撑。
4．国外体育风险管理体系的理论研究/张大超，李敏//体育科学，2009，29（7）：
43-54
运用文献资料调研、专家访谈、对比分析等方法对国外体育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实践
应用两大方面成果进行系统分析。从体育风险管理相关概念内涵与外延、必要性与重要
性、分类、实施体育风险管理的依据、目标、体育风险管理涉及的主要问题、风险管理
步骤与程序等七个方面构建了国外体育风险管理的理论体系。对竞技体育、学校体育、
体育休闲与娱乐业、国家级体育组织管理机构、体育赛事及大型体育设施等六个领域的
风险管理及运作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
5．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研究/邱亚君//体育科学，2009，29（6）：
39-46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研究考察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
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动机:前意向阶段以无动机为主，意向阶段以外
在调节和内摄调节为主，准备阶段以内摄调节和认同调节为主，行动阶段和保持阶段以
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内部动机为主。个体在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会遗遇不同的限
制:前意向阶段主要感知自身限制，意向阶段主要感知人际限制，准备阶段主要感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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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限制和结构限制，行动阶段主要感知体验限制，影响个体进一步向保持阶段发展。在
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个体会使用不同的变通
策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
6．我国职业体育产业规制应然模式的建构分析/周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
32（7）：16-19
探讨我国职业体育产业政府规制模式的构建问题，对转换体育行政部门职能，推动
体育行政部门改革，促进职业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结
合我国职业体育产业的具体情况，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既符合演进趋势又
兼顾体制传承和平稳过渡的角度考虑，规制机构改革的初始选择应是在政府相关主管部
门下，设立或重组形成相对独立和集中的规制机构，并逐渐走向独立。
7．我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水平测量与状态评定/刘伟//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
32（7）：4-7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体育追求的一种理想发展模式。依系统学理论构建了评价我国体
育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求得了各指标权重。通过线性加权和法测量
出了 1991 年来我国体育历年可持续发展水平，并依可持续判定标准判定了历年的发展
状态，同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8．体育旅游研究的国内外比较分析/谭曙辉，刘成，张河清//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9，33（4）：54-58
通过文献资料法，对国内外体育旅游的概念、产品体系、特征以及研究状况进行系
统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体育旅游研究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国
外体育旅游研究正朝规范化道路发展，而国内体育旅游研究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提出
国内体育旅游研究应加强基础理论和先进研究方法及理念的研究，重点研究体育旅游在
我国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发展、演进规律，为我国的体育旅游开发提供理论依据等建议。
9．体育赛事经济影响的机理/黄海燕，张林//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9，33（4）：
5-8
从体育赛事经济影响的概念、产生、衡量指标对体育赛事经济影响的机理进行探讨。
认为:体育赛事给举办地带来新的消费是体育赛事经济影响产生的根源；体育赛事经济
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引致影响 3 个层级；衡量体育赛事经济影响主要包
括对举办地 GDP 的影响、对举办地就业水平的影响、对政府税收收入的影响、对举办地
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4 个指标。
10．体育产业融合与产业发展——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视角/王艳，刘金生//成
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35（7）：7-10
产业融合已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趋势之一。通过对产业融合理论的研究，阐述体育
产业领域的融合现象，系统分析体育产业的融合机制，融合效应等。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提出未来我国体育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以此优化体育产业结构，扩大体育产业的外
延与影响力，增强体育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1．析体育赛事产品的经济学特征/顾雪兰，李静//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35
（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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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文献分析和逻辑分析法，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服务产品理论，以体育的本质为出
发点，对体育赛事产品进行界定，探讨体育赛事产品的经济学特征，旨在为加速体育赛
事市场的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12．体育赛事及其赛事产品的营销学分析/徐琳//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35（6）：
37-40
现有体育赛事理论研究多从社会学、体育学和经济学视角对体育赛事进行概念界定
和产品分析，而在概念界定中没有突出消费者在赛事中的核心地位，产品的研究分析也
过于简单化。随着我国体育赛事的运作模式从政府主导型向消费者主导型的转换，从营
销学视角对体育赛事进行诠释和赛事产品分析显得非常必要，这将有助于体育赛事运营
者从消费者视角准确掌握体育赛事及其产品的本质，提高赛事营销效率。
13．休闲体育发展模式的理论建构/杨小明，田雨普//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
25（7）：1-4
运用文献资料和系统分析等方法，阐述了小康社会背景下物质财富的丰裕和闲暇时
间的增多为居民参与休闲体育提供的基础条件；论述了发展休闲体育的系统结构和运营
理念；建构了发展休闲体育的目标模式和发展模式。旨在为我国休闲体育的健康发展提
供新思路。
14．体育赛事隐性市场透析及其消解策略研究/李军岩，程文广，黄冠华//沈阳体
育学院学报，2009，28（4）：10-12，19
隐性市场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各方的重视，并连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性文件。但是，关
于这方面的学术性研究尚属欠缺，多数学者仅仅从法律方面加以解释，以市场整体视角
展开研究的极少或深度不够。为了加深人们对体育赛事隐性市场的认识，以及有效地防
范其负面效应，借鉴国内与国外相关文献研究，诠释体育赛事隐性市场的内涵，深入剖
析了隐性市场存在根源与负面效应，并在理论与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促使隐性市场消解的
可行性对策。
15．西方国家大型体育场馆民营化改革研究/冯欣欣，邹英，荆俊昌//沈阳体育学
院学报，2009，28（4）：35-38，46
民营化改革是西方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主要趋势之一。笔
者从民营化及大型体育场馆民营化的基本内涵入手，在分析西方国家大型体育场馆民营
化改革动因、条件和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西方国家大型体育场馆民营化改革对我国的
启示。
16．我国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体系构建的思考/郭亦农等//沈阳体育学院学
报，2009，28（4）：20-22，31
通过对我国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开展现状和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认为加强
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必须构建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培训体系。提出培训
体系构建的原则，培训内容的基本构成，即组织体系、保障体系、工作体系和评估体系，
高等院校在培训体系构建中的作用以及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体系构建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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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图书介绍
1．《Badminton: Steps to Success》（2nd Edition）=《羽毛球：迈向成功》
（第二版）

平装：200 页
出版社：Human Kinetics
语言：英语
ISBN-10：0736072292
ISBN-13：978-0736072298
本馆内索书号：G847/2

评论：
《羽毛球：迈向成功》中的图示与描述非常通俗易懂，使读者能够快速提高羽毛球
技能。对于每一个从事羽毛球运动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最好的参考资料。
——奥运会羽毛球项目金牌获得者：方铢贤

内容简介：
球员们一个漂亮的挥拍，羽毛球就以 200 公里的时速腾空而起。全新的规则和场上
一刻不停的动作使羽毛球当之无愧的成为世界上最“快”的拍类运动。《羽毛球：迈向
成功》中的技术可使您的水平更上一层楼。
全面、详尽的图示让您在掌握发球、正手、反手、高远球、吊球、扣球、平抽球等
技术的同时也打得更精准、更有力、更游刃有余。本书概括了人们打羽毛球时常犯的一
些错误，同时教您如何改正，如何提高。100 多组练习可使您进一步巩固正确的动作和
技术，这些练习包括：技战术专项练习、身体素质练习以及双打时的团队配合练习。
如果您已准备好征服羽毛球运动，请相信这本书。它会带您走进一片前所未有的天
地。《羽毛球：迈向成功》是“迈向成功－体育运动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该系列丛书
销量已经超过 150 万册。它将是您通往胜利的入场券。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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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Grice从事羽毛球与羽毛球教练事业 40 余年。他曾经在美国羽毛球公开赛男
双排名第十一，男单排名第十五。在顶级比赛中，他曾获得 1998 年美国羽毛球大师赛
男单、男双冠军以及 1999 男双冠军。他现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什里夫波特分校运动
机能与健康专业的副教授；他撰写了两部羽毛球教材，其中一本已被翻译成六种语言出
版。
目录：
Step 1 Racket Handling and Footwork
握拍与步伐
Step 2 Serve
发球
Step 3 Forehand and Backhand Overhead
正手与反手击高球
Step 4 Clear
高远球
Step 5 Drop Shot
吊球
Step 6 Smash
扣杀
Step 7 Drive
平抽球
Step 8 Advanced Techniques
前沿技术
Step 9 Tactics and Strategies
技战术
Step 10 Doubles Play
双打
Step 11 Conditioning
身体素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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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mplete Conditioning for Swimming》=《游泳训练完全手册》

平装：256 页
出版社：Human Kinetics
语言：英语
ISBN-10：073607242X
ISBN-13：978-0736072427
馆内索书号：G861.1/25

评论：
Salo 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老师和教练。他深知顶级的训练方法在游泳运动员追求成功
的道路上意义有多么重大。带有随书光盘的《游泳训练完全手册》收录了 Salo 独特的训
练方法，这使得该书成为现代体育界一本不可多得的综合性训练手册。
——四次奥运会金牌获得者：佩尔索酷

作者为游泳运动员的每一种泳姿和每一次赛事都量身订做了相应的训练计划。《游
泳训练完全手册》就是每个游泳者的梦想。
——七次奥运会金牌获得者：Amanda Beard

关于本书：
更有力的划水与更快的转弯，《游泳训练完全手册》让你每次训练都有提高和收获。
书中全方位的训练计划通过身体素质的评估为每个游泳者安排不同的力量、耐力及柔韧
性训练内容。
Dave Salo 培养过多位奥运冠军，如：Lenny Krayzelburg, Aaron Peirsol, Amanda Beard
和 Jason Lezak。Scott A. Riewald 则是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分管运动成绩的专家。他们
联手为您编写的这套综合性训练计划通过以下内容提高您的游泳成绩：
•
•
•

针对每种泳姿提出不同的训练方法
针对比赛的训练和计划
地面训练
13

•
•
•

为取得最佳成绩而进行的细节训练
全年训练计划
赛前，赛中及赛后的营养调配

目录：
Chapter1 Testing for Swimming Fitness
开始游泳训练前的身体状况测试
Chapter2 Warming Up and Cooling Down
热身与缓和
Chapter3 Tailoring Training for Specific Strokes and Events
不同泳姿与不同赛事的针对性训练
Chapter4 Building Endurance
培养耐力
Chapter5 Training for Core Stability
训练腰腹力量，提高躯干稳定性
Chapter6 Developing Explosive Power
提高爆发力
Chapter7 Enhancing Flexibility for Better Strokes
提高柔韧性
Chapter8 Preventing, Coping With, and Returning From Injury
运动伤的预防、处理以及恢复
Chapter9 Nutrition and Hydration for Swimmers
游泳者的营养与液体补充
Chapter10 Creating a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Program
制定训练计划
Chpater11 Year-Round Sample Programs
全年训练计划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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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英文现刊目录选译
1．Modern Athlete & Coach
《现代运动员与教练员》（2008 年 8 月，第 46 卷第 4 期）
目录：
IFC Coach Education Programs
IFC 教练培训计划
4 Editorial
社论
5 Letters to the Editor
致编辑的信
Coaching Young & Developing Athletes
训练青少年及成长中的运动员
8 Middle Distance Running & the Young Athlete
中长跑与青少年运动员
12 Energy Systems & the Developing Athlete
能量系统与成长中的运动员
Ruminations
思考
17 Inside the Mind of a Coach
一个教练的观点与感悟
19 Psychology-Preparing Athletes for a Major Event
重大比赛之前，运动员怎样做好心理准备？
Sport Medicine
运动医学
20 Nutrition Preparations for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15

赛前的营养调配
27 Ankle Injuries-Diagnosis & Management
踝部损伤－诊断与处理
High Performance Coaching
优秀教练的绝招
25 Decathlon-An outline of the Australian Coaching Program
Decathlon-澳大利亚教练计划概述
29 400m Hurdles-The Components
400 米栏－训练过程的几个组成部分
33 The triple Jump. Model Technique Analysis Sheet for the Horizontal Jumps
三级跳远。水平跳跃的模拟技术分析表
Regular Features
固定专栏
35 Around the World
纵览天下
40 Book Reviews
书评
Personalities
人物
43 Athlete Profile-Joel Milburn
与运动员面对面－Joel Milburn（澳大利亚四百米名将）
45 Coach Profile-Penny Gillies
与教练员面对面－Penny Gillies（著名田径教练）

2．Strategies: A journal for Physical and Sport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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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体育教育工作者杂志》
（2009 年 7.8 月合刊，第 22 卷第 6 册）
目录：
5 Ideas Exchange——Should students be granted a waiver from physical education
if they are involved in other activities?
仁者见仁——是否应该允许参加其他体育活动（校队训练或者比赛，校外体育俱乐部等
等）的学生不参加学校的体育课？
8 Assessment Strategies that Mo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A Success Story
用评估策略激励学生学习：我的成功经验
14 Teaching Badminton Based on Student Skill Levels
根据学生的现有水平进行相应的羽毛球教学
19 The Use of Heart Rate Monitors in Physical Education
在体育课上使用心率监控仪
24 University/Elementary School Partnerships in Physical Education: Strategies
and Benefits
大学／小学合作进行体育教学：策略与益处
29 Technology in Physical Education
体育教学中的科技（此专题共六部分，本期刊登第三部分）
Developing Weight Training Programs with Microsoft Excel: Techtorial #2
用微软的 Excel 推动举重训练的进步：Techtorial #2 (注：上一期的此专栏文章中谈
的是在训练中使用 Excel 制作个人报告。本篇提到的则是第二种使用 excel 的方法。
Techtorial 可理解为一种智能的指导手册或者指南)
35 PE Metrics: Assessing the National Standards
体育教学的韵律学：评价国家标准（此专题共分四部分，本期刊登第四部分）
NASPE Developed Informational Products and Applications
NASPE（体育教学的国家标准）带来的信息产物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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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1．定向运动教学与训练/刘玉江著.—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本书介绍了定向运动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教学原理等，内容包括定向运动
基本知识、定向运动教学、定向运动训练与竞赛等。
索书号：G826/13
2．奥林匹克的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 of Olympics/周亭主编.—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本书分传播研究与奥林匹克、奥运效应：媒介转型与技术扩散、再现中国：国家形
象与身份认同三部分。
索书号：G811.21-53/5
3．擒拿格斗教程/马学智主编.—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8
本书从理论的层面阐述了武术徒手搏击的源起与发展，竞技散打运动的起步与发
展，擒拿格斗运动的创立，从格斗层面上传授了身体站立与身体地躺的状态下，徒手与
徒手之间的格斗技法和技能，明确立体作战的模式，强调了双方对抗格斗中如何掌握和
提高运用技法的能力。
索书号：G852.4/125
4．高尔夫球会管理=Golf facility management/吴克祥，袁铁坚著.—天津:南开大学
出版社，2009
本书强调了高尔夫球会管理知识的全面性，对球会各主要业务功能进行了阐述。内
容包括：球会经营理念、接待管理、会籍设计与销售、球具经营管理、球场质量管理等。
索书号：G849.36/3
5．流星健身球/谢志奎创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本书内容包括：流星健身球的创编思路及器械结构、流星健身球的主要特点、流星
健身球的锻炼价值、流星健身球的基本技术、流星健身球动作图解等。
索书号：G849.9/30
6．跆拳道八段名师话裁判/刘少海编著.—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本书内容包括：裁判手势及口语、判罚警告的犯规行为、判罚扣分的犯规行为、判
犯规败的原因等。
索书号：G886.94/3
7．俄汉英体育词汇=Russian-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sports terms/(俄)苏
哈诺夫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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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专门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编纂的体育惯用词语工具书，共收集俄、汉、英
对照术语约八千条。
索书号：G8-61/33
8．羽毛球技、战术训练与运用/林建成编著.—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本书介绍了羽毛球运动基本技术、羽毛球运动战术、羽毛球运动战术意识、羽毛球
比赛现场指导的原则与要求等内容。
索书号：G847.19/10
9．游泳规则双语教程/温宇红主编.—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
本书以国际泳联的游泳竞赛规则为基础，以英汉双语的形式对国际泳联的游泳竞赛
规则、成人游泳竞赛规则、公开水域游泳竞赛规则进行介绍。
索书号：G861.104/5
10．丙酮酸补充对运动机体身体成分和脂肪代谢的影响及机理的研究/郭英杰著.—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
本书分别以雄性游泳运动大鼠和男子散手运动员为研究对象，观察了丙酮酸补充对
运动机体身体成分和脂肪代谢的影响。通过测定大鼠血清、肝脏和下丘脑等组织器官的
生理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等指标，以及人体形态学和血清生化指标，尝试对丙酮酸补充对
运动机体身体成分和脂肪代谢方面的影响及机理进行探讨。
索书号：G804.2/67
11．体育教学计划编制技巧与案例/毛振明，于素梅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本书内容包括：学年体育教学计划编制技巧及案例、学期体育教学计划编制技巧及
案例、体育教学模块计划的编制及案例等。
索书号：G807.03/4
12．体育教学方法选用技巧与案例/毛振明，于素梅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本书内容包括：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体育教学方法的选用技巧与案例、以直接感
知为主的体育教学方法的选用技巧与案例、以身体练习为主的体育教学方法的选用技巧
与案例等。
索书号：G807.04/36
13．阳光体育总论/李鸿江等著.—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
本书内容包括：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社会背景、内涵、意义和价值；开展阳光体育
运动的目标和内容；开展阳光体育运动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发
展水平的评价标准等。
索书号：G8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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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体育项目竞赛规则汇编/本社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本书收集了目前国内开展得比较广泛的共 13 个体育项目的竞赛规则，包括足球竞
赛规则、乒乓球竞赛规则、田径竞赛规则、羽毛球竞赛规则等多种竞赛规则。
索书号：G811.31/10
15．法英汉汉法英体育词汇=Sports lexicon French/English/Chinese
Chinese/French/English/刘汉全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本书共收词目 5 万余条，以奥林匹克运动、奥运会和主要的非奥运体育项目为主体，
涉及体育活动及其组织、管理、报道、科研、教育等诸多科目门类。
索书号：G8-61/32
16．五形动法/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审定.—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本书内容：五形动法的创编依据、五形动法的主要特点、五形动法的锻炼功效、五
形动法的习练要领、五形动法的基本手型和步型、五形动法动作图解。
索书号：G852.18/9
17．体育休闲经济学/(英)克里斯·格拉顿(Chris Gratton)，(英)彼得·泰勒(Peter
Taylor)著；凡红[等]译.—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本书内容包括：体育与经济学、经济在体育中的重要性、对休闲时间的需求、政府
和体育、志愿行业和体育、商业和体育、体育赞助、重大体育赛事等。
索书号：G80-05/200
18．踢踏舞入门=Primer of tap dance/陈介方，陈晓栋主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本书内容包括踢踏舞的历史、舞步篇、组合篇、方法篇、条件篇、演出与赛事等。
索书号：J722.9-64/1
19．现代英汉·汉英体育大词典=Modern English-Chinese and Chinese-English sports
dictionary/田慧主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本书共收入单词、词组、短语和缩略语约 8 万余条，内容涉及夏季、冬季奥运会项
目，还包括部分非奥运会项目、中国传统体育和大众体育项目。与此同时，还收录了运
动人体科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的词条。
索书号：G8-61/34
20．金警钟硬气功阐秘/蔡建，高翔主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本书介绍了浑元一气功的少林硬功绝技，具有极高的实战价值。主要内容包括：概
说、吞吐功、排打功等。
索书号：G85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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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国际跳棋(100 格)普及教材/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编.—北京:人民体育出
版社，2008
本书是一本介绍国际跳棋的普及教材。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跳棋规则、中局战术、
残局基础、升王的战术组合、开局简介等。
索书号：G891.9/20
22．大学体育人文素质教程/李义君，鲁梅，易国忠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本书以新颖的结构、丰富的内容展现了体育文化与体育名人、奥林匹克文化、校园
体育文化、人体和养生文化、武术文化、体育欣赏、体育赛事、等内容。
索书号：G80-05/203
23．运动训练学/田麦久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本书内容包括:竞技体育与运动训练、运动训练的科学管理、运动员选材、运动训
练的基本原则、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运动员体能及其训练、运动员技术能力及训练等。
索书号：G808.1/27
24．运动解剖学题解/李世昌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全书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 12 章，每章包括：学习目标、学习重点、学习难
点、知识要点、习题和参考答案；第二部分是综合测试题，包括测试题和参考答案，以
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加深理解，强化记忆，融会贯通地运用运动解剖学知识。
索书号：G804.4-44/2
25．篮球裁判员手册=Fiba referee's manual:2 人执裁与 3 人执裁.—北京:光明日报出
版社，2009
本书为篮球比赛之裁判法。主要内容包括：引言，比赛前的准备，每节开始，裁判
员的展位和责任，出界和掷球入界的情况等。
索书号：G841.4-62/3
26．旅游信息系统/夏琛珍主编.—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
本书是 21 世纪全国高等院校旅游管理系列实用规划教材之一，详细介绍了旅游信
息系统的基本概念、结构、技术和开发设计方法。
索书号：F590.6/41
27．运动解剖学练习册/王明禧主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本书共分 12 章，主要介绍了人体的基本组成、骨骼肌、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
尿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感觉器及生殖系统等内容。
索书号：G804.4-44/3
28．都市旅游研究:前沿热点·专题与案例/章海荣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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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包括:城市旅游和都市旅游；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沿海三大都高圈形成；都
市旅游吸引体系与重大节事研究；都市游憩商务中心的形成与功能；大都市旅游竞争力
研究及评价体系等。
索书号：F590/152
29．现代经济学基础/主编张士军，施立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本书紧密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国情和新形势下的中国高等院校商科类专业
的教学实际，在内容上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学，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纯经济层面对经济学原理、经济学的技术分析方法及在
现实中的应用等方面进行了有侧重点的介绍，在结构、体系、内容上都有较大的创新和
突破。
索书号：F0/120
30．市场营销案例分析策划篇/许彩国著.—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长沙九芝堂(集团)策划方案、湖南振升铝材有限公司策划方案、
邵阳市酒厂策划方案、湖南饲料企业策划方案、服装业知名品牌策划方案等。
索书号：F713.50/339
31．市场营销学概论/郭国庆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本书在对国内外营销学前沿思想进行科学评价、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全面借鉴并真
实反映国内外营销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示了中国营销学者多年来消化吸收国外理
论与方法，基于中国国情进行再度创新的探索路径与轨迹。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
营销学导论等。
索书号：F713.50-43/2
32．教学评价与测量/郭熙汉,何穗,赵东方编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本书共分 5 章,第 1 章对本书的主题加以定位,对本书的两个重要概念——教学评价
和教学测量加以界定,并且论述了教学评价与教学测量之间的关系；第 2 章介绍了教学
评价的基础理论,其中对于教学评价方法的分类,提出了按反映被评价对象的变量关系
进行分类的新观点,有独到之处；第 3 章介绍了教学测量的基本原理；第 4、5 章分别介
绍了关于教学评价和教学测量的大量案例。
索书号：G420/25
33．英语教学设计=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TEFL/主编鲁子问,康淑敏.—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本书介绍了英语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 分析了英语教学设计的主要内容,并从学习
者、学习需求、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层面展开对英语教学要素的分析。
索书号：G633.41/35
34．运动解剖学练习册/王明禧主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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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分 12 章, 主要介绍了人体的基本组成、骨骼肌、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
尿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感觉器及生殖系统等内容。
索书号：G804.4-44/3
35．新闻采访学教程=News interview course/李凌凌主编.—郑州:郑州大学出版
社,2008
本书从当前传播现实出发,探讨新闻采访的原则、思路和具体操作手法。全书分为
两篇,第一篇为采访学概要；第二篇为不同类型新闻的采访。
索书号：G212.1/31
36．新闻编辑案例教程/蔡雯,赵劲,许向东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本书精选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承担建设的“十五”期间“211 工程”子项目
“新闻传播学案例库”新闻编辑方面的经典案例, 内容涵盖了新闻媒介定位、新闻产品
设计、新闻报道策划和组织等新闻编辑工作的多个方面。
索书号：G213/41
37．新闻活动论/杨保军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本书分九章,包括新闻活动自身、主体、对象、媒介、原则、规律、界限、环境等
内容。
索书号：G210/115
38．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TV interview and writing/巨浪编著.—杭州:浙江大学出
版社,2009
本书分上下编,上编电视采访包括:电视采访的形成、拓展和特色；电视采访策划；
电视采访的主要环节等；下编电视写作包括:电视(新闻)写作概述；电视新闻类节目写
作等。
索书号：G222.1/20
39．邵飘萍新闻学论集/邵飘萍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邵飘萍新闻学论集》主要整理和收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办者、导师邵飘萍
先生前撰写的著作和散见于民国期间各个杂志的新闻学论文。其中,他著述的《实际应
用新闻学》是中国人自撰的第一本应用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总论》是他在国立法政大
学讲授的新闻学讲义。邵飘萍先生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办者和导师之一。今年是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办 90 周年,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恢复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邵
飘萍新闻文论集》的出版就是对该会和邵飘萍先生最好的纪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索书号：G210-53/26
40．新编新闻写作技巧与范文大全/文忠,石莎莎主编.—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
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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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专门论述新闻文体写作基本知识和写作技巧的专著。全书共分二十一章,从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介绍了新闻体裁（如消息、通讯、专访、社论、调查报告等）
的含义、分类、特点、写作要求等,并配合各种新闻体裁的介绍, 选配了相应的范文。
本书通俗易懂,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是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写作爱好者提高写作能力的
教科书和参考书。
索书号：G212.2/93
41．啦啦操运动/马鸿韬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本教材包括啦啦操运动的概况；啦啦操的文化内涵建设；啦啦操的基本组成要素、
技巧性动作；场地啦啦操竞赛规程与评分规则；场地啦啦操套路范例；看台啦啦操概述；
看台啦啦操的组成元素；看台啦啦操的创编；看台啦啦操的训练；看台啦啦操竞赛的组
织与管理；看台啦啦操套路范例。
索书号：G883/97
42．新闻本体论/杨保军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本书是一本研究新闻学的书籍。内容有：新闻本体与现象新闻、新闻的属性、新闻
的信息构成、新闻的功能、新闻的创制等。
索书号：G210/112
43．新闻文化=New culture/(英)斯图亚特·艾伦著；方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8
本书对新闻的产生、功用和分析、解读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是一本以新闻与
传播学以及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及研究人员为主要读者对象的读物。
索书号：G210/113
44．新闻学导论新编== New 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谢金文著.—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8
本书融入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作者研究的新成果。既介绍全貌,又突出重点,
并兼顾理论性和实用性。布局行文尽可能符合认知、理解和记忆规律。可作为大专院校
的教材,也可用于新闻单位、宣传部门、公关广告等机构的业务培训和知识更新。
索书号：G21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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