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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下,我国体育事业也在面临着种种的改革和创新。为了培养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高校教师开始注重学生的体育教育,通过新的体育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引导学
生,在加强学生身体素质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以此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实现伟大的
中国梦而培养有能力有担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本文主要是从目前高校体育存在的现状以及创新体育
教育的目的和措施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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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China's sports industry is also facing a
variety of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aesthetic and labor,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physical education, guide students through the new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oncept and teaching methods, strengthen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and cultivate students' sports spirit,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undertaking in China and cultivate capable and responsible socialist
successors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Chinese dream.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the purpose and measures of innovative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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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的创新应该要创新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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