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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发展,高校也愈发重视对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在进行专业课程
学习的同时,体育教学也开始被放在了学生发展的重要位置,要求通过体育促进学生身心素质的全面提
升。在进行体育课程建设的过程中,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尤其是因为某些特定原因,为了保障教学质量,需
要将线上和现下教学充分融合,加强对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真正使体育教学满足学生多样
化的发展需求,推动教学效果最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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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so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 the study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physical education also began to be placed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ducation, which require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quality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In the proces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n line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especially for some specific reasons,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integrate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bility, truly make physical education meet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needs of
students, and promote the maximum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effect.
[Key words]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ion; teaching development;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引言

展体育教学时,需要充分发挥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优势,进行

高校体育课程从发展的实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现阶段人

混合式教学,在两种模式的融合中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口聚集上课有不便之处,为了保障教学质量,需要将线上和现下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教学充分融合,加强对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真正使

在对高校体育教学实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选择黑龙江财

体育教学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发展需求,改变传统的面授教学为

经学院大一、大二二个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线上教育的情况,

主,它的特点是以体育教师为主导,以场馆场地为中心,自上向

两个学期内的线上体育课程学习情况进行调查,主要是以问卷

下地开展教学,向学生进行灌输式教育,以此帮助学生实现身体

的形式展开,通过匿名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最终得出了以下结

素质上的改善和运动技能上的提升。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

论：当线上课程时间维持在三周以内,教学内容以理论知识和技

发展,慕课等网络课程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这种线上课程可

术复习为主时,学生的学习可以达到最佳效果。

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相关体育技术动作可

2 体育课程线上教学的意义

以在不同的角度进行表现,而且还可以针对特定的运动动作进

高校体育课程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学生发

行慢放和回看等,使学生可以在体育学习中获得更加丰富的体

展的需要,对于高校学生而言,其身心发展状态相较高中生时期,

验,其教学效果要在某些方面要优于课堂教学。因此,在实际开

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对于不同的运动项目展现和表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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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实施教学时,首先需要关注

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混合式体育教学模式主要指的是线

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利用相关教学方式和手段,充分激发学生

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有机融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对于人

的学习兴趣,使其体育文化素养可以在系统的学习中得以培养

才培养的方向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强调立德树人这一

和建立,进一步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课程形式的选择上,

教学目标的同时,也将“三全育人”作为教学发展中的一项重要

将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充分结合起来,发挥两者的各自优势,以

战略提了出来。通过开展和实施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推动体育教

学生的发展为中心,在遵循相关教学规律的基础上,依靠科学理

[3]
学和体育课程思政建设都能够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 。

论的指导,培养学生的运动技能,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形成健
[1]

康的体魄,从而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 。
2.1有利于扩大体育教学工作宣传

3 体育课程线上线下融合存在的问题
3.1对体育重视程度不够
从高校在体育课程的建设上来看,虽然很多学校已经逐渐

体育课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实施,对于学生体育技

意识到体育教学的重要性,在实际的教学中也开始将混合式教

能以及体育素养的双重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在线上教学的帮

学模式融入到体育课程的实践中,对整个教学模式也提出了全

助下,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向学生及时发布

新的要求,但是这种教学模式,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缺乏管

体育教学相关的信息,与此同时,还可以借助互联网对高校体育

理人员的高度重视。而且高校在自身的发展中,为了尽可能减少

教学工作进行更加广泛的宣传,实现信息面的全面覆盖,为高校

成本的支出,在对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推进的过程中,往往在资

体育教学效果以及教学模式的改进贡献积极的力量。随着我国

金的投资力度上非常匮乏,这就导致教学的开展并不具备和其

进入信息化时代,网络平台的影响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它对教

相适应的优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从而限制了线上线下教学模

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大众接收信

式效果的正常发挥,对学生在体育学习上的影响不大。

息的第一渠道,在它的帮助和影响下,高校体育竞赛信息等可以

3.2应用机制有待完善

在第一时间传播,这样学生就能及时了解相关项目的竞赛内容,

为了促进高校体育混合学习教学模式的功能可以在最大程

除此之外,学生还可以对学校相关代表队的竞赛情况等及时获

度上发挥,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对现有的应用机制进行改造和完

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体育训练热情,使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

善,从现阶段高校混合式模式教学的实际发展来看,很多学校并

体育训练中去。而且,线上体育教学的实施也能突破传统体育教

未建立完整的教学体系和科学的管理机制,这就导致两种教学

学的束缚,使学生可以在信息资源的获取上更加的方便和快捷,

模式在融合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麻烦和措施,要求和制度的

及时了解体育学习中的重难点,并利用线上课程进行反复训练,

缺乏使教师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遵循,从而影响了

[2]

整个体育教学的效果。在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和探究的时候,发现

逐步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 。
2.2有利于激发体育学习积极性

首先是由于学校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现模式上的创新和升级

体育课程线上线下两种模式的结合也可以促进学生的个性

的过程中,并未投入教学所必须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开展线上教

发展,使学生不断提升从事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特别是

学也缺乏完善的网络课程平台,进一步干扰了整个教学的发展。

对那些在体质上比较弱的学生,线上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

与此同时,教师在实施体育教学时,由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的线

的学习提供了必要的帮助,他们可以借助线上网络平台,对自己

下教学模式,并不想也不会使用现代互联网技术进行线上课程

运动训练中存在的薄弱点进行反复纠错和重复训练,从而逐渐

的规划和设计,从而导致混合式教学模式无法在高校体育教学

克服畏惧心理,促进自身运动技能的逐步发展。在混合模式的影

中顺利实施,整个教学表现出较强的形式主义。

响下,学生能够对体育学习建立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知,从而在

4 体育课程线上线下融合研究与分析

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能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将终身体育的

4.1体育课线上教学调查分析

理念真正深入内心,在增强自身体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思

在自然灾害的背景下,全国高校依次响应教育部提出的“停

想和情感上的陶冶和熏陶,从而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成为

学不停课,不停教”的号召,开始利用腾讯课堂等进行线上教学,

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这种网络直播教学模式同样发生在体育课程的教学中。为了使

2.3有利于学生与学校之间的交流

学生在家里能够获得更加丰富的体育锻炼,教师在开展线上教

传统的高校体育教学中,将教师往往是摆在第一位,学生的

学时,常常会将理论知识的讲解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充分结合起

主体能动性不明显,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学生是处于被动的接

来,在课堂的前半段主要是由教师为主,通过直播的形式对学生

受者状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难

进行理论知识的系统化讲解,之后则安排学生自行锻炼,经过一

以真正感受到体育学习的魅力。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

段时期的教学之后,学校又根据学生实际的学习情况对教学计

高校教学中开始越来越关注学生自主力量的发挥,尤其是现代

划进行了重新调整,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线上教学确实是完

教学技术中混合式教学这一模式的应用,使得学校和学生之间

成了体育与健康课的教学任务,但是其缺点也在实践中暴露无

的距离有所缩小,学生在这一阶段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所思所

遗。高校体育课程线上教学的实际效果来看,特别是对学生返校

想,直接参与教学改革,在于学校的交流对话中为学校体育教学

之后进行问卷调查之后发现,在线课程的开展和实施并未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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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体育学习产生较大的正面影响,特别是线上教学时间的延

时候,要注重内容的合理性,线上内容需要以理论知识学习为主,

长,对教学效果的发挥反而带来了反面影响,有的学生甚至在进

辅之以技术内容的复习,而线下课程则要关注对学生新运动技

行在线课程的学习时,只是将电脑处于挂机的状态,并没有根据

术的教学,在将两者进行衔接的时候,也要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

教师的要求和任务安排进行相应的运动训练和锻炼。在综合分

特征,确保衔接的流畅性和稳定性,充分发挥体育训练的实用性

析的基础上,结合线上教学的特点以及体育课程的个性化特征

功能,为学生的全面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只有在实施和开展体育

得出,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体育

教学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发展实际,注意到体育课程教

课程本身就比较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但是线上课程在实施的

学的特殊性,真正利用两种教学模式,实现实践能力培养和理论

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并不能实现面对面零距离的接触,这就导致

知识教育的有机统一,才能使学生在习得丰富的运动技能的同

整个课程教学体现更多的并不是实践指导和训练,而是一些理

时,加强对体育训练的认识,形成终身体育的正确运动理念,养

论知识的技术录像和在线示范等,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师

成良好的运动道德,在个人素养上也可以不断提高,真正成为社

无法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技能掌握情况等作出准确的判断。

会所需要的人才。

其次是在线课程这种模式在实际运用中,也不能对学生及时进

6 结束语

行纠错和技术改进。最后,在运用线上教育这一模式进行体育课

高校体育课程在实际开展中,需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积极

程教学的时候,监督机制的缺乏也导致整个教学流于形式,并不

进行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创新,将线上和线下两种模式充分结

能对学生的体育学习起到实质性效果。

合起来,保证内容设置的合理性以及衔接上的流畅性和科学性,
从而改进体育教师的教学质量,促进学生运动技能的稳步提升。

4.2体育课线上线下教学调查和分析
在高校实施和开展体育教学的时候,要想将线上教学和线
下教学实现完美的融合,发挥其各自的教学优势,需要根据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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