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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mak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ecline in an all-round way. In order to make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we can find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se causes, such as students' lack of active initiative in learn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objectives is not clear enough, while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enroll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uniform, and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not paid attention to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To avoid the continuous declin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qual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must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qual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n 

according to its analysis results to find an effective contain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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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质量进行探究，可以发现在当前的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中，还有一定的

问题存在，这些问题制约了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发展，同时也使得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

质量全面下降，而对其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在这些下降成因中包括多方

面的问题，例如学生自身缺乏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同时体育教学目标设立不够清晰也不够明确，

而高校招收的学生素质参差不齐，体育课程在高校中并没有得到重视，为了能够避免高校体育

课程教学质量持续下滑，就必须要对此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因此本文主要对高校公共体育教

学质量下降成因进行研究和分析，再根据其分析结果找到有效的遏制策略。 

关键词：高校；公共体育教学质量；下降成因；对策 

 

1.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现状剖析 

1.1 学校招生规模扩大，学生主观能动性
激发不够 

我国高校的大学生数量逐年递增，主要是因为

高校正在不断的扩招，而由于高校的扩招政策使得

高校中的学生数量激增，学生素质却参差不齐。大

学也从原本的精英教育转为了大众化教育，所谓的

大众化教育针对的是水平参差不齐的学生群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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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高中阶段的时候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

文化课学习，因此学生面对体育教育的态度也非常

敷衍，认为体育教育并不重要。而学生的这种体育

意识的偏差，也使得学生的体育学习效率非常低

下。在进入大学之后，学生原本沉重的学习负担被

完全卸下，没有了教师和家长的鞭策和督促，学生

容易放纵自己，失去学习自觉性，尤其是面对体育

课程，学生缺乏相应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到体育活

动中也是为了能够拿到学分，但并不是出自于对体

育活动的兴趣。在参与体育课程的学生中，只有一

小部分学生是积极主动的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大部

分的学生都是被迫参与体育活动，甚至还有一部分

学生选择不参与到体育活动中。而正是由于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不足，因此导致学生的整体体质在不断

的下降，而从近几十年来看，学生的体质也在呈现

持续下降的趋势，学生的体质之所以会持续下降，

也与学生对体育的认知偏差和学生对体育学习的

敷衍的态度有关，因此这也是一个阻碍高校公共体

育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 

1.2 体育教学目标达成度偏低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主要是以增强学生的体质，

提升学生的体育能力和体育意识为主要目的，因此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内容也主要是加强对学

生的体育教育和体育锻炼，让学生能够得到体育素

养和体育技能方面的提升，而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作

为一门公共必修课程，其面向的是全体学生，因此

目的是增强全体学生的整体体育素质。而高校公共

体育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就是以健康作为第一位。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高校也应该给予体育课程更多

的课时，让体育教师有更充足的时间能够带领学生

参与到体育活动中，通过体育活动和体育锻炼来提

升学生的身体素质。而评估高校体育工作的重要评

价指标，就是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如果学生的体

质健康水平不达标，也就意味着高校体育工作并不

能做到位。而正是因为我国大学生的体质水平在不

断的下降，所以高校更应该加强对体育教育教学的

重视，尽可能的引导学生参与到体育活动和体育锻

炼中，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增强自己的体质。 

1.3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地位 

在高校教育体系中，体育教育绝对是一项非常

重要的环节，而体育教育与教学也分为实践教育教

学和理论教育教学，在体育教育中实践部分要相对

于理论部分更加重要，因为体育教育的目的是提升

学生的体质，增强学生体育能力，而想要达成这一

目标，主要要依靠实践部分，而在实践部分，包括

体育锻炼、运动竞赛、体育活动等。如果实践教学

的价值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体育教育的功能能够

得到完全的发挥，那么就一定会反映在学生的体质

水平上，但是就目前的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结果来

看，还并不是十分理想。高校的公共体育课课程资

源与其他学科的课程资源相比，有着非常大的差

距，高校公共体育课的师资队伍也不够完善，大大

的影响了体育课程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同时，因为

高校对于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开展不够重视，因此

导致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开展时常常要面对体育经

费不足和体育设备短缺的情况。这种情况严重的影

响到了大学体育教学的开展，并且使得体育教师的

工作压力和工作负担越来越大，体育学科在高校中

越来越透明。而国家早就规定高校必须要配备相应

规模的体育场地和相应数量的体育器材，只是真正

符合国家要求的只有一小部分，大部分学校都达不

到国家的标准。而在这其中不仅体现出了当前的高

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开展不够顺利，高校对于公共

体育课程教学的重视度不够，同时也体现出了当前

的教育行政法规在高校中的执行力不强，因此，想

要高校公共体育能够得到更加有力的发展，就必须

要强化体育政策在高校中的执行力，明确的落实体

育政策的要求。 

1.4 体育课教学方法不能适应新时期公共
体育的发展 

表题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现状剖析 

学校招生规模扩

大，学生主观能动

性激发不够 

体育教学目标

达成度偏低 

1 

 
有研究表明，89%的

学生以现实主义姿

态，以获取学分为

目的去参与和评价

体育课程；有 53%

的大学生能够主动

积极地参与课外体

育运动锻炼，被动

参与课外体育运动

锻炼的学生达39%，

76%的学生不参与。 

一方面，在我

国整个学校体

育教育系统

中，大学、中

学、小学不同

阶段学校体育

教育缺乏系统

衔接，在教育

目标与课程内

容设置上各自

为政，导致大

学体育教育目

标过于宏观，

不够具体，缺

少与中、小学

体育的衔接延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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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学生参与课余体

育锻炼的频度低、

时间短、强度不

够．由于学生参与

体育课程教学活动

与课外体育运动锻

炼的能动性不足，

导致其体质健康水

平下降。 

另一方面，高

校公共体育理

论与体育科研

缺乏对体育教

学的支撑。 

 

体育课教学方法主要是体育教师选择的最适

用于学生，能够最有效的达成教学目的的教学方

法，体育教学方法具体所指的就是教师在对学生进

行体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对学生所运用的教学手

段和教学方式。而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方法普遍是

以讲解和示范为主，重复训练和比赛为辅，而在高

校公共体育课的教学过程中，分组教学的情况较

少，涉及到理论知识的部分更是少之又少。虽然在

体育教学的过程中实践教学相比于理论教学，能够

更有效的达成体育教学的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理论教学就没有其价值所在，理论教学能够有助于

学生加强对于体育教学的认识，并且提升学生对于

体育的重视，使学生具备一定的体育锻炼意识，让

学生能够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因

此，体育理论教学其实也是体育实践教学的前提。

而我国的大学体育教学情况与中小学体育教学情

况非常类似，教学内容也都非常相似，这主要就体

现出了大学体育教学目标不够明确，并且没能够合

理的衔接中小学体育教学，所以也就证明我国的体

育教育并不够系统化，且体育教育教学中理论与实

践脱节的情况，也使得高校体育教育教学难以得到

长久的发展和职能的有效发挥。 

2. 提升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质量的对策 

表题 

提升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质量的对策 

进一步完善体育高

考的人才选拔制度 

加强高校公共体育

学科建设，提升体

育教育公共服务功

能 

1 

 
大学学校教育的选

拔与培养应该与中

小学建立有序的衔

接。目前我国小学

升初中，将体育学

科纳入测试科目。 

作为独立二级部

门，应该从内部加

强大学公共体育学

科建设．高校体育

部门要做好大学公

共体育学科建设长

远规划，畅通学科

建设运行机制。 

2 

初中升高中，体育

是必考科目，而高

考并未将体育列入

必考科目。体育教

育成为教育考试制

度的附属项目，这

是对学校体育教育

地位的一种淡化。 

抓好体育师资队伍

建设，强化体育场

馆物质保障，提升

教研质量，加强公

共体育课程建设，

搭建学科建设平

台，努力提升大学

体育的学科管理机

制和竞争机制。 

2.1 坚持以人为本，推进高校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 

    高校开展公共体育课程教学必须要遵循素质

教育的教育理念，素质教育的教育理念就是以人为

本，因此这也要求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开展的过

程中，必须要做到以学生为主，重视学生的体育体

验，也重视体育教学能够给学生带来的价值。高校

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大

部分人才都是由高校中走出，所以高校更应该肩负

起这一重担，推动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维护学生的

身心健康，尽可能的提升大学生的体质，加强大学

生的体育意识，使大学生能够得到德智体美的全面

发展。因此，高校也应该跟随时代的发展而转变自

身的教育教学理念，运用新型的教学理念来指导公

共体育课程教学的开展，建立新型的人才培养模

式，使学生能够在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得到各方

面能力的提升，真正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2.2 进一步完善体育高考的人才选拔制度 

想要顺利的开展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就必

须要完善体育教育的体系，将体育课程作为高考的

必考科目，在我国的小升初和初升高中，体育都是

必考课程，因此在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学生对于

体育课程有一定的重视，但是在高中阶段，学生对

于体育课程的重视会大大削弱，因为学生几乎将全

部的精力都放在文化课程学习方面，体育课程成为

了一种附属课程，在高中甚至会有很多教师挪用体

育课时讲解文化课程的内容，而这也体现出了在高

中阶段体育课程不受到学校的重视，所以如果能够

完善体育教育制度，建立完善的体育教育体系，将

体育列入为高考的必考科目，就能够有效的促进高

校体育的发展。 

2.3 加强高校公共体育学科建设，提升体
育教育公共服务功能 

为了能够加强高校公共体育教育教学的有效

性，就必须要解决当前仍然存在于高校公共体育学

科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完善体育学科的建设。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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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首先要建立明确的体育教育目标和体育教育

方向，以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范高校公共公共体育

学科。同时，高校体育部门也必须要对高校体育教

育教学发展做出长远的规划，加强对于体育教师队

伍的建设。 

3. 结语 

总而言之，对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质量的下

降原因进行研究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阻碍着高校

公共体育课程教学发展的因素有很多，而且这些因

素都是至今仍然还存在的客观因素，只有克服了这

些因素，才能够推动高校体育教育教学的发展，也

才能够提高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质量。而当务之

急就是提高高校对于体育教育的重视，当高校足够

重视了体育教育之后，高校才能够在体育教育中投

入更多的资金，并且尽可能的完善体育场所和体育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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