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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requirement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radually changed. Nowadays, the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ays more attention to students'physical health and physical 

accomplishment, an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students'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rather than 

blindly improving students'sports skills and entertaining students'amateur life. Health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cont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How to grasp the method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s a key problem to be consider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mplementing students'health educ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education and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is to explore the concrete methods of implementing students'health education and its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promote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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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对高校体育教学的要求也逐渐转变，现如今高校体育教学的更

加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与体能素养，关注学生的体育与健康观念，而非一味的提高学生的体育技能水

平，娱乐学生的业余生活。健康教育是现阶段高校中的重要教育内容，其与体育教学改革之间具有密

切联系，如何把握健康教育方法，推动体育教学改革是当下各高校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本文简要高

校体育教学现状及实施学生健康教育的意义与健康教育与大学体育教学改革之间的有机联系，对高校

实施学生健康教育的具体方法及其推动体育教学改革的有效策略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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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健康教育与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之间具有密切联系，

又有一定的区别，健康教育是一门研究保健知识的课程，

是影响学生去群体行为，消除体育危险因素，提高学生

身体素质，预防疾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学科。

现如今，高校体育教学存在较多的问题，影响了体育教

学效果，比如：教学方法落后、教学内容单一等。基于

此，教师可以将健康教育与体育教学改革相融合，将健

康教育融入体育教学全过程，把握健康教育方法，丰富

体育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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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体育与健康观念为教育核心，引导学生的行为，

强化学生的健康意识，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2.高校体育教学现状及实施学生健康教育的

意义  

（一）高校体育教学现状 

在现阶段的高校体育教学中，一些教师过分关注学

生的基础训练及体育技能的掌握，忽略了对学生身体素

质的锻炼与培养，采用的教学方法也较为老套，一直是

通过教师演示，学生模仿的形式展开教学，不仅无法激

发学生对于体育运动的热情，更不能够平衡学生的体能

与健康发展需求，不能够实现自主发展。落后的教学手

段导致学生的身体素质无法得到提升，从根本上忽略了

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价值，促使体育课程逐渐沦落为

“体能课程”，丧失了体育课程对于培养学生健康意识，

强化学生体育精神，提高学生身体机能的目的，阻碍学

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1]
。 

在现阶段的高校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开展教学活动的方式较为单一，体育教学内容同样单

一，比如：田径训练、篮球训练、足球训练等。体育教

师将教学精力投注于竞技体育运动教学中，甚至会让学

生反复练习同一个动作，占用了大部分的体育课堂教学

时间；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方法单调，导致课堂氛围枯

燥乏味，无法激发学生的体育教学活动参与兴趣，不能

够调动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同样也不能够让学

生认识到体育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无法培养学生形

成良好的体育健康观念，违背了高校体育开设初衷。 

（二）高校实施学生健康教育的意义  

健康的身体是大学生进入社会参与工作，为社会发

展做出贡献的基础与前提，是我国蓬勃发展的重要元素，

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主要体现形式。在大学生学习

与成长的过程中，如何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促进大

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是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是高校

开展体育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开展健康教育，能够增

强大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大学生的健康水平，促使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够培养学生形成健

康体育观念，强化学生对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更能够

增进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
[2]
。 

3.健康教育与大学体育教学改革之间的有机

联系 

健康教育能够为大学体育教学改革提供具体的健

康标准。高校是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的储备库，但是

现阶段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保健意识与自主保健知

识，其身心健康情况不太乐观，在体检中经常会被检查

出一些常见的疾病，呈现出亚健康发展趋势，比如：肥

胖症、少年高血糖、近视眼、远视眼等，且呈现出逐渐

上升趋势；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学生缺乏健康认知导致

的。在高校健康教育中，教师可以明确提出“十条标准”，

比如：第一，具有充沛精力，能够轻松应对日常生活与

学习任务；第二，心态乐观，态度积极，能够主动承担

责任；第三，善于休息，具有良好的睡眠；第四，应变

能力较强，能够很好的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第五，能

够抵抗传染病与一般感冒；第六，体重得当，身材匀称；

第七，眼睛明亮，眼睑不发言；第八，牙齿清洁、牙龈

颜色正常；第九，头发有光泽，无头皮屑；第十，肌肉

皮肤有弹力、走路轻松。结合上述十条标准，教师能够

将其作为开展体育健康教育，推动体育教学改革的主要

参考，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健康观念，并且能够通过体

育运动保持身体的健康状态
[3]
。 

健康教育在体育教学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教

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的体育教学逐渐由原本的“体

操科”发展为“体育课”，为我国培养高素质人才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充分发挥了体育教学的功能。随着现代

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原有的体

育教学课程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需求。因此，健康教育的融入能够满足素质教育改革需

求，改变了以往的“三基”模式，将体育教学仅仅围绕

“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健康观念，教授给学生健康知

识与保健防范，促使学生形成终身体育、终身健康的思

想观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推动了体育与健康一体化发展

进程，现代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方式、思维方式与情感思想价值，因此，健康观念需要

建立在现代社会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要将体育教学与健

康教育相融合，将大学生的身体健康推向一个新的阶梯，

培养出既具有良好素养，又具有健康观念的复合型人才
[4]
。  

4.高校实施学生健康教育的具体方法  

（一）帮助学生改变不良生活习惯 

在体育课堂教学中，学生的不良生活习惯主要体现

在睡眠不足、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等方面，导致学生

在体育课堂上的表现不佳，不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体育

运动，无法通过体育课程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掌握健

康保健知识。教师要想在体育课堂中开展健康教育，就

要认真分析学生产生不良生活习惯的云原因，一席观察

学生的精神面貌，若发现学生的精神较差，不能够主动

参与教师提出的体育活动，就要主动关心学生的日常生

活，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考虑学生的问题；教师要在体育

课堂中安排见习环节，让不能够参与体育运动的学生进

行“见习”，禁止这些学生参与剧烈运动，要适当开展

批评教育，避免学生过度沉溺网络，引导学生合理饮食，

正常休息，促使学生形成健康生活习惯意识
[5]
。 

（二）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要想在体育教学中开展健康教育，就不仅仅要关

注学生的身体健康，更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要根据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内容，结

合心理健康教育要求，重点关注学生的身心变化，引导

学生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念与心理思想模式，为学生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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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在体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考虑

到本院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女生较多的情况。本

院校为财经类院校，院校中存在“女多男少”的情况，

因此教师要重点关注班级女生的情绪状态，若发现有个

别女生情绪低落，不服从教师安排，则不要轻易训斥和

责备，而是要轻声询问其身体状态，合理安排其进行休

息，若还是反应较弱，则可以先上课，在课下时间与学

生进行沟通与交流；若发现学生是由于家庭问题、情感

问题、健康问题、学习压力等导致的情绪低落，则要适

当引导，并且将其与导员及心理辅导教师取得联系；若

发现是身体原因，则可以为其提供合理的健康建议，让

学生感受到自己是被关心的，促使学生心理健康发

展。  

（三）选择合适的运动环境 

  要想在体育教学中开展健康教育，就要选择合适的

体育运动环境，让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中开展体育活动。

一般情况下，高校体育课程都是在室外开展的，或者是

在室内体育馆开展教学活动，主要是为了让学生通过体

育运动锻炼，形成吃苦耐劳的精神与良好的生活习惯与

体育运动习惯。但是，从身体健康的角度出发，在一些

特殊的环境中开展体育运动并不利于学生的身体健康，

甚至会损坏学生的身体健康。比如：在冬季雾霾天气，

教师在室外开展足球教学，就会让学生的肢体长时间暴

露在寒冷的空气中，差生冻伤；还会促使学生吸入雾霾，

影响学生的呼吸系统健康；更会降低学生的体育积极性。

基于此，教师要结合外界天气环境，调整教学场所，比

如：在夏季高温、冬季严寒、雾霾、暴雨天气等，将室

外教学调整至室内体育馆教学，或者在普通教室开展健

康保健知识教育，实现健康教育目标。 

（四）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要想在体育教学中开展健康教育，就要培养学生形

成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在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形成健

康的体育运动观念是一项较为艰巨的任务。现阶段大学

生个性愈发鲜明，每名学生都有自己的喜好与体育学习

倾向，就会出现“有的学生特别热爱体育运动，专注于

运动”、“有的学生不喜欢体育运动，甚至厌恶运动”

两极化的情况，基于此，教师要引导学生调整观念，要

认识到“过度运动”与“运动不足”的危害，重点讲解

每项运动能够起到的效果，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

吸引学生的关注，促使学生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

从而形成健康、正确的体育运动与健康观念，合理开展

体育锻炼。 

5.高校实施学生健康教育推动体育教学改革

的有效策略 

（一）转变体育教学观念，创新体育教学活动形式  

  要想通过健康教育推动体育教学改革，教师就要积

极转变课堂体育教学观念，创新体育课堂教学形式与教

学活动，激发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高校体育教师在开

展体育教学改革的同时，要明确提出体育课程改革目标，

从根本上践行“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理论思想，将

培养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作为课程

改革的出发点，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融入一些能够激发

大学生兴趣的项目，具体可以参考“极限挑战”等综艺

活动，引起学生的思想共鸣，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参与体

育课堂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自主运动观念，强化学生的

运动能力，帮助学生提高免疫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 

（二）整合体育与健康观念，强化体育教学的健康

教育效用 

  要想通过健康教育推动体育教学改革，就要优化整

合体育与健康教育观念，调整体育课程结构，完善传统

体育课程教学结构，关注学生的体制健康，发挥各方面

的教学作用。在大一两个学期的体育课程教学中，教师

可以结合基础类体育教学内容，将其作为培养学生体育

锻炼习惯的主要内容，培养学生形成“衬砌跑步”、“定

期打排球”等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在大二两个学期的

体育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适当引进体育通识方面的内

容，引导学生参加体育俱乐部，或者参与体育学生会社，

强化体育与健康教育目标。 

（三）整合课内外体育教学，提高学生的身体健康

水平 

要想通过健康教育推动体育教学改革，就要优化整

合校内教学资源与校外教学资源，拓展学生的体育运动

与学习场域，提高学生的身体健康水平。教师可以在原

有晨起跑步的基础上，结合课外体育活动，设置特定的

课外体育运动时间，与课堂教学形成内在联系；教师可

以调整晨跑的时间与内容，将其作为体育课堂教学部分，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新区，还要将“跑步”作为体育课

程学习评价的重要标准，让学生认识到课外体育活动的

重要性，主动参与活动，锻炼学生身体健康。 

（四）从学生健康角度出发，制定健全体育教学计

划 

  要想通过健康教育推动体育教学改革，教师就要重

点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结合大学生的实际身体素质情

况，科学合理编制体育与健康教育方案，提高高校体育

教学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形成具有现代高校健康教育特

色的体育教学体系，教师可以将原有的体育基础课程作

为依托，设置适当的探索活动与任务挑战活动，比如：

“1/4 马拉松挑战任务”、“体育健康知识问答赛任务”

等，不强制学生参与，但是鼓励学生参与，参与的学生

能够获取优秀记录，参与挑战成功的学生则能够增加

1-2 分的学分，从而强化高校体育健康教育效用，推动

体育教学改革。 

6.结语： 

总而言之，健康教育能够为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提供

具体的健康标准，能够强化体育教学的效用，在体育教

学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体育教学改革能够推动高校体

育教学与健康教育一体化发展，深化“健康与体育”教

育。高校体育教师在教学改革过程中要关注学生的身体

健康，将学生的身体发展作为教学目标；在实际教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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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要积极调整体育教学观念，整合校内外体育教学，

制定健全体育教学计划，从而强化体育教学的健康教育

效用，提高学生的身体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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