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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健康中国的政策环境下,高校的体育教学需要及时做出调整,适应时代发展,为社会发展
提供需要的人才。因此,高校体育教育需要对学生负责,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积极完成新政策下的体育
教学任务。本文从健康中国理念出发,针对目前高校体育存在的问题做出了分析,进一步探究健康中国下
加强高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途径,以期为高校未来体育教学活动的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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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policy environment of healthy China, the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s to be adjusted in time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provides needed talent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s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tudents, improves physical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actively completes the teaching tasks of phys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policy.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healthy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ways to strengthe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in healthy China, so as to hav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ctiviti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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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进行短跑训练,这个过程中需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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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轮滑、网球、高尔夫球等,同时课外

化发展。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身心发展

更良好的体育学习空间,推动体育和教

体育活动也受到了极大地推广和丰富。相

特点,合理布置体育家庭作业,实现家校

育融合发展。

比与传统的体育项目,大学生对于新兴

共育,全面锻炼学生身体,增强体质,逐

[参考文献]

事物更加感兴趣,通过丰富课外体育活

渐形成自觉参加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

[1]韦建林,刘次琴.“健康中国”背景

动形式,可以促进高校体育活动改革。在

掌握技能和方法,培养体育兴趣爱好,促

下体教融合促进校园体育发展路径研究

这个过程中,高校可以利用学校的教学

进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将体育作业

[J].当代体育科技,2021,11(22):140-142.

资源,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新的体育项目,

要落到实处,既要可行,又要起到增强学

[2]张凯悦.体教融合理念下西藏民

对于能够满足学生需求但缺乏资源的体

生体质、发扬体育精神的作用。学校体

族传统体育发展路径研究[C]//2021年全

育项目,需要对其所需资源进行积极的

育教学工作要注重制定大、小目标,根据

国武术教育与健康大会暨民族传统体育

完善并积极争取。同时高校也要配置更

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科学安排运动,创新

进校园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一).[出版

完善的课外活动评价机制,如设置考勤,

体育教学,打造安全、有趣的体育课堂。

者不详],2021:368-369.

并将考勤结果算入期末学分绩点中。高

将教育工作形成更为科学、系统化的教

校也有很多课外体育社团,学校需要加

育模式,为体育教学合理开展奠定基础。

强管理,而不是放任学生进行不系统的

5 结束语

训练以及不得当的管理,这样会降低社

综上所述,为了满足健康中国的时

174

[3]李梦圆.北京四中体教融合促进
学生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路径
的研究[D].首都体育学院,2021.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