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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我国校园足球的发展呈现出了异化现象,具体表现为目标定位、评价标准以及发展方式等
多方面的异化,严重阻碍了校园足球的良性发展,对此,需要遵循学校体育教育的客观发展规律,以育人为
本作为根本的教育理念,将加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校园足球可以多元化、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
文从教育本原视域出发,通过逻辑分析、文献调查等方式,对目前我国校园足球的发展形势进行了分析,
以期可以推动校园足球的生活化、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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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development of campus football in China presents a phenomenon of alienation,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alienation of target positioning,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development mode, and
seriously hinders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campus football. Therefore, we need to follow the objective
development law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ake the people-centered educ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educational concept, strengthen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ampus football. Based on th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origi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campus football in China by means of logical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life-oriented and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campus 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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