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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的体育馆指的是由国家投资建设起来的具有一定公共性质的体育设施,属于国有资产当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的功能就是帮助高校的体育教学开展相关的教学活动,服务于广大的教师学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院校的体育馆其现实的功能逐渐多元化起来,在此背景下,国家开始鼓励一些条件
较好的高校可以向社会开放体育场地,从而满足社会群众对于健身娱乐的需求。但是高校在向社会开放
体育场地的时候,需要有相应的措施来进行,否则会导致闲杂人员混入高校对学生的安全产生一定的影
响。本文以鄂尔多斯学校为例,探讨在体育资源对外开放上的主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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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ymnasiu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fers to the sports facilities with certain public nature
invested by the state,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ate-owned assets. Its main function is to help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rry out related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serve the major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practical functions of gymnasium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gradually
diversified. In this context, the state begins to encourage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better conditions to
open sports venues to the society,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al masses for fitness and entertainment.
However, whe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pen the sports venues to the society, they need to hav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otherwise it will lead to the miscellaneous personnel mixed in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will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safety of students. This paper tak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os as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main strategies in opening up sports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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