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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动式教学是一种科学的教学模式,被推广应用于各学科教学中,在初中体育课堂也同样适用,
通过师生间的密切互动,可以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转变传统体育教学单调、机械的训练模式,为学生打
造轻松愉悦的课堂环境,受到了师生的广泛认可。通过互动式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
加强师生交流、改善师生关系,增强学生对体育锻炼的热情,从而实现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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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active teaching is a scientific teaching mode, which has been promoted and applied in the
teaching of various subjects. It is also applicable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Through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 good classroom atmosphere can be created, the
monotonous and mechanical training mode of 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an be changed, and a
relaxed and pleasant classroom environment can be created for students, which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students can learn from passive to active,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enhanc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physical exercise,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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