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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田径教学是高校体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田径教学的开展,能够促进高校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也能培养高校生的健康意识和运动习惯。但是,现阶段,高校的田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仍存在着较为明
显的问题和弊端。如何提升田径教学质量,更好的促进高校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增强高校生的身体素质,
相信是每一位体育教师都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本文将针对高校田径教学的现状以及高校田径教学对
大学生身体素质的影响及路径进行论述,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给广大的高校体育教师们提供一些有效
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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