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第 1 卷第 1 期
https://jrpe.oajrc.org/

中小学教育研究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高中体育多元化教学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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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素质教育改革、促进学生的德智体协调发展。高中地理新课标
围绕这一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注重培养学生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而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是培养学生地理
核心素养的有效策略。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深度学习概念，在此基础上结合高中地理课堂实例探讨通过合理
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通过情境创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采用多种载体创设丰富多
样的情境，通过情境促进学生深度思维发展，从而提高学生的深度学习效果。随着义务教育新课程教学改革
任务的持续不断深化推进,高中体育课程教学指导方式还必须是要能根据高中学生群体目前存在的基本情况
适时进行适应性调整,多元化体育课教学模式概念有望就此逐渐产生。在目前高中体育新课程教学改革中,多
元化探究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必将能够及时有效解决改善当前教学体系中还存在着的种种问题,提高学生体
育课程中的课程教学实施质量，为保证学生未来的学生身体素质提升和个人心理素质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而
奠定实践基础。
【关键词】高中体育；多元化；教学模式
Exploration of the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of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Kui Zhang
The Middle School Affiliated to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teaching reform task of the new curriculum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teaching guidance method of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must be able to adjust in tim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basic situ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concept of diversifie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will gradually occur. In the current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new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mode of diversified exploration will be 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still
exist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system in a timely and effective manner,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quality of
curriculum teaching in students'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ensure studen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future students and the continuous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psychological quality will
lay the foundation for practice.
【Keywords】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diversity; teaching mode
有效的课堂建设与教学模式的创新密切相关｡

内容和教学方法,开发教学资源,让学生发挥体育的

因为学生只有能根据现有教学内容,重新设计创建

核心作用｡学生的主观意识促进了学生的体育意识

新教学行为模式,课堂整体教学才能会悄然发生较

和能力的提高｡

为深刻重大的革命性变化,教师自身和与学生个体

1 新课程背景下高中体育教学模式创新的意义

之间互动的协调关系将可以被显著的提高,课堂组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创新教学

织教学整体结构必将更加地完善,能够实现真正有

模式是一种必然趋势｡从传统教学模式出发,在教学

效提高教师课堂整体教学能力的课堂整体效果｡因

过程中,努力发展创新的教学模式,高中体育教育也

此,从以下的三个重要方面,结合高中体育教育的现

不例外｡高中体育素质教育课程的最终目的应是培

实,积极探索教学模式创新的途径和方法,根据教学

养提高全中学生全面的发展身心素质,培养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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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意识｡传统的高中体育教学模式一般由教师讲

让很多学生慢慢爱上武术体育｡这当然也只是可以

授,学生跟随教师｡这种传统教学思维模式比较枯燥

帮助暂时的减轻这些学生比较沉重的文化课学业负

乏味,难以有效取得一个良好稳定的课堂教学组织

担,有利于提高学生身心的健康｡因此,在开展体育课

效果,不利于快速提高新世纪中学生人才的各项综

堂的教学研究过程实践中,教师就可以尝试改变他

合素质｡因此,在教育当前改革形势环境下,有必要大

们过去固有的课程观念,使自己过去单一的体育户

力实施科学创新特色的有效教学人才培养模式,提

外实践教学转化成为体育室内课外探究教学有效的

高本科学生教师的学科综合职业素质｡

相互结合,并通过将现代多媒体技术手段引入教学

在中国提倡的素质教育思想的现实背景条件下,
强调对体育教育研究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体育教

到实践课程环节中,以保证达到一个最佳的课堂教
学互动效果｡

育质量有一定的身心发展,而且在素质教育体系下,

2.2 丰富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手段

体育教育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体育课程的健康发

我们前面在认真分析研究目前的体育艺术教学

展主要是学校实现体育学生健康全面素质发展要求

模式中普遍存在这样的种种问题时曾经提到,目前

的又一个重点方面,包括促进学生多方面的良好身

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模式中大部分教师通常采用单一

心和谐发展｡在全面提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目标的

的教学组织方式都是教练员对每个动作教师进行讲

宏观背景指导下,体育教育的责任日益加重｡高中三

解示范,学生来进行学习模仿｡这种过于单一呆板的

年是青少年人生发育的一段关键黄金时期｡学生既

体育教学组织方式会很容易导致让大部分学生会感

需要积极面对迎接高考带来的各种压力｡同时,学生

到很枯燥与无趣,并且这些单纯动作的练习模仿练

自己也都正身处于一个青春期,这无疑是其身体健

习根本就是无法能够让每位学生去达到身心锻炼提

康发育生长的一次重要历史时期｡因此,有效系统的

高的学习目的,失去掉了体育教学本来的重要意义｡

做好高中体育教育活动不仅一方面可以迅速缓解高

因此,在日常体育课教学环节中,教师首先应注意改

一学生青春期的心理学习活动压力,而且另一方面

变这种教学方法,丰富日常教学内容,使全体学生真

可以逐步缓解高中学生青春期心理的自我逆反心理,

正对学生体育项目学习逐步产生起兴趣｡例如,教师

使其学生正常的教育学习工作生活都得到更为充分

可不妨考虑尝试一下将长跑这一两项集体运动有机

和谐的发展｡作为一名优秀高中体育教师,我们就应

结合在起来,让其他学生之间通过分组竞争去进行

该自觉承担的起教育这是一责任,分析高中体育的

这项锻炼｡例如,把学校篮球和田径比赛结合了起来

现状,创新和改革教学模式和方法,为学生的学习和

｡学生课间以年级小组活动为竞赛单位,在室内短跑

身心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训练中加入了篮球和传球｡这样既可以较有效地帮

2 多元化教学方式

助提高初中学生课外的课余体育兴趣,并有利于在

2.1 课堂教学与多媒体相结合

其竞争心好的动机驱使作用下,使初三学生真正把

随着教育计算机技术手段的技术不断提高发展,

自身全部精力都集中投入在各项比赛竞技过程活动

多媒体技术应用已越来越广泛被应用于小学高中的

中,达到终身锻炼身心的锻炼目的｡

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多媒体教学课程中｡然而,在户

除了这种训练方式之外,体育的教学活动中教

外体育项目教学环境中,由于大多数课程只能在户

练也都可以自己尝试如何让每位学生自主选择一门

外环境进行,很难及时将各种多媒体技术知识引入

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健身项目去进行系统学习｡因为

实际课堂｡然而,合理运用的现代多媒体手段确实可

中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到的传统体育项目种类很

以更有效科学地实施辅助项目教学｡例如,在制定学

多,让青少年学生可从中随意选择一门自己特别感

习武术项目学生的标准动作规范时,教师们可以先

兴趣学习的训练项目,在课余学习运动过程实践中

使用一些多媒体设备显示武术动作的分解,并注意

可以发挥一下自己体育的技能特长,以此进一步提

让一些学生先仔细去观察｡此外,教师自己还希望可

高了体育传统教学形式的活力｡

以考虑利用校园多媒体教室为其他学生定期开展了

2.3 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观念

一些小型体育的比赛,通过现场观看教学视频可以

体育课程理论的理论学习目标不只单单就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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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重视培养每位学生从小对科学体育生活的一

的运动和事件以及根据他们对于自己活动的个人偏

种基本理论认识方法和全面了解,更重要的内容是

好,将他们多个活动类别分组为另一个相对大些的

如何通过加强对健康体育理念的深入认识去为这些

学生组,例如,男孩一般喜欢进行篮球､足球和很多其

学生牢固树立一个正确积极的社会体育观念,让帮

他的运动,男人一般可以单独组织其他学生组进行

助他们能够将各种运动技能带融入到平时自己学习

足球比赛和在篮球场上的活动,而女孩们通常都喜

的实际生活环境中,养成一些良好科学的健康生活

欢进行体操､排球运动和许多其他的运动,可以单独

习惯｡除此之外,体育课教学课程中理论的教学另一

安排一些他们在室内开阔的场地里的活动,因为他

个极重要教学目标之一就是为了让全体学生自觉树

们那些从身体感觉上和相对较差学校的大部分学生

立一个正确科学的学生体育及竞技教育精神,以此

是不很喜欢这些运动,你可以适当参考或者指导让

有效提高这些学生体育的社会综合素质｡因此,在体

他们自己做一些简单而困难的练习,比如羽毛球和

育运动教学活动中,教师一个首要完成的体育课教

跳跃,通过体育锻炼,逐渐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改

学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做到让所有学生能树立起来

善体质｡

正确运动的主体意识,了解好体育是教学最大的主

3.3 举办竞赛，养成锻炼习惯

要目的,保证整个体育课堂工作的持续顺利健康开

体育教育工作的更重要教学意义内容之一也是

展｡

如何让每位学生能够在学生日常体育学习､生活实
3 创新高中体育教学模式的方法

践和学生未来社会工作生涯中能自觉的养成良好体

3.1 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创新型课堂

育锻炼健身的行为习惯,从而切实提高个人体质｡因

体育课堂创新模式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实践中

此,在进行高中体育活动教学环节中,应重点坚持实

创新,让学生感受到创新的重要价值｡在教学过程中,

施以学生课堂活动兴趣为发展基础进行的学科竞赛,

教师可以从教学方法的变化中加强对学生的创新课

提高课堂学生群体对课余体育知识的广泛参与度,

堂训练｡例如,教学方法可以采用游戏教学法来提高

培养全体学生自觉对学生体育锻炼重要性的高度认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体育课技能学习中,学生可以

识,使课外学生更加自发积极地自主参与各项体育

通过游戏分组,自主学习｡通过与学生同伴之间平等

活动,进一步全面培养他们终身体育意识｡在日常教

的知识学习及交流,提高促进了广大学生自主的主

学实践中,为了营造良好的体育氛围,鼓励学生积极

动学习主动性,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学习空间｡只要

参与体育活动,我会定期举办体育比赛,模仿"跑"的

学生掌握技能,熟练运用,完成学习目标,教师就可以

游戏,推倒名牌｡首先,将公布游戏规则,以便学生在

让学生自由活动｡这样,学生不仅可以更加自主地学

游戏中遵守规则｡然后合理地将学生分成小组,以平

习,而且可以在相互鼓励的氛围中积极地学习｡

衡每个小组的力量｡最后,我将对每个学生在比赛中

3.2 通过了解学生个性差异、确定合理的分类

的表现给予公正的评价和赞扬｡在这种情况下,最初

方法

枯燥的"远程"训练将变得更加有趣,并鼓励学生在教
高中生们正处于身体快速发育生长的各个关键

学和娱乐过程中学习｡随着教学时间上的时间推移,

成长阶段｡每个学生都各有各不同程度的身体素质､

学生将有意识逐渐地去养成学生参与各类体育活动

兴趣和心理表现｡因此,在我省高中体育新课程教学

比赛的优良习惯,培养出良好积极的社会体育锻炼

和实践环节中,教师群体也应善于结合高中学生水

参与意识,使参加体育锻炼也成为每个学生日常生

平的学生个体差异情况实施学科分类指导教学｡具

活重要的活动一部分,为广大学生们今后身心健康

体分类方法包括一般组合和类别组合｡其中,集中分

的生活学习锻炼和人格发展也打下一个良好扎实的

组教学法即是学校以学生集体上课的一种方式提供

基础｡

给本校学生参加一定量内容的公共体育课,然后老

3.4 设立体育多元化评价系统

师结合每位学生各自的生理身体素质,将所有学生

通过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教学体育实践研究,

集中分组进行练习直至成组授课;另外,对于运动类

课余体育运动评估方法尤为凸显重要｡在此改革过

模式下的学生组合,根据这些学生经历的一些不同

程推进中,教学项目评价也应进一步摒弃学校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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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运动评价的模式,构建更多元化的课外体育
运动评价方式体系,系统客观地来评价教师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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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高中体育学科不仅必须要快速适应国家考
试体系的新需要,还要全面培养高中学生们的良好
身体素质,提高中国学生群体的良好身体素质｡因此,
在尊重学生地位的前提下,教师应充分发挥多元化
教学模式的优势,更好地为高中体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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