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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大学生体育教育工作对整体国民身体素质的影响较大,而很多高校的体育教育机制
并不完善,包括运动场地、设施以及器材等,导致大学生的体育锻炼积极性不高,所以当下我国大学生身
体素质在整体上仍然处于下降的趋势。而高校健身房的建设能够弥补环境以及设备上的不足,有利于为
大学生提供一个积极的运动场所,对促进大学体育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高校健身房对大学体育教
育发展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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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overall national
physical quality. However, the physical education mechanism in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perfect,
including sports venues,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which leads to low enthusiasm of college students for physical
exercise. Therefore, at present,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is still in a downward trend.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gymnasiums can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environment and equipment,
help to provide an active sports place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unction of university gymnasium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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