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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背景下在线学习与终身化教育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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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1.2%。当下传统旧媒体传播功能开
始弱化,随着新媒体的应用,以及新旧媒体的融合,也迎来了以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为标志的在线学习模
式。本文通过分析媒体融合背景下新媒体对教育产生的影响,以及在线学习发展进程的梳理,来探究实现
终身化教育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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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校园足球发展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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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足球一直是人们非常喜欢的运动之一,将其引入校园,不仅能够让学生的运动能力得到提升,也
让学生对足球文化以新的认识,带动学生足球运动兴趣得以提高。本文就我国校园足球发展现状进行分
析,并探索更好的校园足球发展策略,希望可以为校园足球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校园足球；足球运动；足球教学
我国足球在校园引入方面将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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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对于我国校园足球的发展具有积

和渗透还需加强,这样才能让学生对足

造成损伤。

极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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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课程设计待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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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体能训练亟待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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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学生关在金字塔里面,学习礼法,

的技术专业知识。国际可迁移技能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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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标准的最新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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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银健.新媒体对教育传播模式

开放,使人们持续进步,伴随一生的终身

的 影 响 分 析 [J]. 广 东 技 术 师 范 学 院 学

学习,成为了可能。

报,2012,33(11):129-132.

互联网时代发展日新月异,学习能
力是适应快速变化的关键,持续性终身
学习越来越重要。以信息技术与教育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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