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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更好实现新教改下的核心素养工程,高职足球教学也必须要在教育侧重点上进行更全面的
实践。本文基于学习兴趣在高职足球教学中的重要价值,结合实际工作经验,通过加强足球文化教学、构
建多种团队竞技游戏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足球习惯等实践策略分析,从多方面对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升奠定行之有效的教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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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realize the core literacy project under the new education reform, football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ust also carry out a more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n the focus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mportant value of learning interest in football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work experie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ractical strategi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football
culture teaching, building a variety of team competitive game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good
football habits, this paper lays an effective teaching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from many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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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教学成效上升,并且让学生的心理压
力能够在足球运动中得到缓解,以此来
为学生足球学习兴趣提供良好的学生主
动性接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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