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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 课程网络在线教学现状研究
———以韶关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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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２０ 年春季ꎬ 韶关学院大一大二的必修课 «大学体育» 采取网络在线教学方式进行且教学效果达到

预期ꎮ 对韶关学院 «大学体育» 课程网络在线课建设过程、 教学现状及教学进行研究、 阐述ꎬ 旨在为 «大学

体育» 课程在线教学模式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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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教育部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２０２０ 年春季采用 “停

课不停教、 停教不停学” 的网络在线教学总体思路的相关

文件精神ꎬ 韶关学院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动员、
全面部署和全面加强工作的政治要求ꎬ 积极做好网络在线

教学工作安排ꎮ «大学体育» 课程是大学一二年级的必修

课ꎬ 在此特殊时期开展了网络在线教学ꎬ 因体育课技术技

能教学的特殊性ꎬ 有必要对一学期的在线教学、 课程建设、
实施效果、 学生反馈及开展情况进行梳理和探讨ꎬ 为今后

«大学体育» 慕课的进一步开展、 挖掘其潜在的价值、 在线

网课的改进提供有价值的参考ꎮ
１　 根据上级相关部门部署ꎬ 学校领导重视网络在线课程的

教学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韶关学院领导密切关注疫情情况ꎬ 认真落

实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关于春季开学的决定ꎬ 落实本学期

“停课不停教、 停教不停学” 的居家网络在线教学ꎮ 学校与

有关教学平台紧密合作ꎬ 对全体教师进行网络在线教学业

务培训ꎬ 学校教务处对在线教学课程建设提供帮助ꎬ 各学

院认真配合落实ꎬ 使全校本学期的在线开课率达到 １００％ ꎮ
体育学院领导对 «大学体育» 课程特别支持ꎬ «大学体育»
课程以技术技能练习为主ꎬ 教师在课程建设初期存在一定

困惑ꎬ 在学院领导大力推动和课程建设团队的努力下ꎬ «大

学体育» 网络课程不断完善ꎬ ３ 月 ２ 日准时实施在线网络

教学ꎮ
２　 韶关学院 «大学体育» 课程网络在线建设状况

«大学体育» 课程网络建设主要是按学时建课ꎬ 学生在

健美操、 瑜伽、 二十四式太极拳中 “三选一” 进行学练ꎮ
学生观看平台上链接的视频学练ꎬ 录制个人的练习视频并

上传ꎬ 教师对学生上传的练习视频作业批阅ꎮ 课程考核以

学生完成全套技术动作的视频为主ꎮ 网络课程的建设、 使

用的亮点和特色: (１) 突破体育课传统教学模式ꎬ 引导学

生居家锻炼ꎻ (２) 学习流程完善ꎬ 指导性明确ꎻ (３) 注重

过程评价ꎬ 激发学生学习热情ꎻ (４) 衔接好线上线下ꎬ 让

教师和学生明确学习目的ꎻ (５) 边建边改ꎬ 网课教学效果

较好ꎻ (６) 集思广益ꎬ 凝聚团队精神ꎬ 以在线网课方式完

成 “体育锻炼” 的教学手段ꎮ
２ １　 «大学体育»采用的学习平台资源和教学工具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ꎬ 网络信息时代达到了全覆

盖ꎬ 为本学期全国高校在线教学提供了方便、 快捷、 简单

及易操作的机会条件ꎮ 韶关学院采用 “停课不停教、 停教

不停学” 的在线教学模式进行授课ꎬ «大学体育» 课作为

高校必修课ꎬ 同样采用网络在线教学ꎬ 由于 «大学体育»
课程在线教学前期工作准备较充分ꎬ 利用的在线教学网络

平台资源较多ꎬ 如: 韶关学院教学综合服务平台、 腾讯视

频、 优酷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视频和百度视频等ꎮ 教

学工具采用学习通 ＡＰＰ 和超星尔雅教学平台ꎮ 授课方式是

每周看视频跟学和自学形式为主ꎬ 熟悉掌握学习内容后ꎬ
再上传不少于 ３ 分钟的学习视频作为平时作业及教师监督

学生锻炼学习的手段ꎮ «大学体育» 课程参与的学生人数较

多 (近 ８０００ 人)ꎬ 在上传视频时存在卡顿或不正常的问题ꎬ
这可能是系统平台第一次接纳同一学校学习人数较多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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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ꎬ 同时在线教学又是全面铺开ꎬ 网络 “堵塞” 也是其中

原因之一ꎮ 因此部分教学工具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ꎮ
２ ２　 «大学体育» 在线教学选择适宜居家锻炼体育运动

项目

«大学体育» 课程在线教学ꎬ 突破了体育课传统教学模

式ꎬ 引导全校近 ８０００ 名学生居家学习、 锻炼ꎬ 真正做到

“停课不停教、 停教不停学”ꎮ 这种教学授课模式和项目内

容制定时要充分考虑可操作性ꎮ 全校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ꎬ
要充分考虑网络开通、 合适的练习场所、 男女项目的可参

与度、 学习方便及教师批阅作业等的可控性、 可操作性、
可行性ꎮ 综合考虑ꎬ 最终在选项课中选择了适宜居家练习

的 “健美操”、 “瑜伽”、 “二十四式太极拳” 三个项目作为

网络授课的教学内容ꎬ 方便学生在家 “动起来”ꎬ 实践证明

这三个项目较为适宜大学生学习、 锻炼ꎮ
２ ３　 «大学体育» 在线教学监督及建设完善

这次的网络在线教学模式是新的授课方式ꎬ 也是首次

大规模在线教学ꎬ 对学校和网络平台系统提供方都是一次

挑战和考验ꎮ 巨量的同时在线学生人数ꎬ 大规模的网络在

线授课同时开展ꎬ 巨量的网络数据实时传输ꎬ 要保证授课

的顺利进行ꎬ 网络教学平台提供方 (韶关学院主要委托超

星尔雅教学平台) 要确保平台系统的稳定实属不易ꎬ 授课

的方式、 方法和手段都是第一次ꎬ 需要公司调试好平台系

统ꎮ «大学体育» 课程的开课存在一定难度ꎬ 由于人数较

多、 分布面较广、 学生的身体素质参差不齐 (兴趣与当前

选项课存在一定的差距)、 网络平台容纳的 “量” (学生及

开出的课程) 需求较大ꎬ 如何做好监督管理学生ꎬ 如何构

建监管机制ꎬ 教师如何监管到位等都存在一定困难ꎮ
«大学体育» 课程在线教学在建设初期存在较多不足ꎬ

由于网络平台系统的不完善ꎬ 我们在建课时的 “理想” 化

设想与网络平台存在一定差距ꎬ 但学院教学建设团队在现

有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ꎬ 认真研判ꎬ 最终形成思想统一ꎬ
要求学生每周提交时长为 ３ 分钟以上的练习视频作业ꎬ 保

证学生的练习参与度ꎬ 提升学生的学练态度ꎮ 教师对每一

份作业的认真批阅打分ꎬ 是对学生督促ꎬ 同时纠正、 提升

学生的技术练习质量ꎮ 平台系统作为建设者和管理者ꎬ 刚

开始建设实施时对学生提醒十分必要ꎬ 开课后的前几周发

布相关通知成了 “常态”ꎬ 基本上一周发布 １ － ２ 个通知ꎮ
其实我们在建设网课开始阶段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ꎬ 带着

边建边改的态度ꎬ 建设之初不符合要求或学生提出的有价

值问题会及时改进和完善ꎮ 在平台系统上学生可与教师互

动ꎬ 参与网课建设及批阅作业老师会及时回复学生的提问ꎬ
这有助于网课的改进ꎮ 系统的 “通知” 平台栏有建课教师

和联系方式ꎬ 学生有问题可及时联系相关老师进行咨询ꎬ
这在 «大学体育» 课程的建设初期ꎬ 边建边做边改边完善

的初衷相吻合ꎬ 事实证明我们思路是对的ꎬ 也达到预期的

教学效果ꎮ
３　 韶关学院 «大学体育» 课程网络在线教学对教学研究与

改革的影响

«大学体育» 课程是以技术技能为主ꎬ 采用在线教学符

合现实情况ꎬ 践行教育部提出的 “停课不停教、 停教不停

学” 的在线教学要求ꎬ 新的教学模式的产生必然要对其教

学模式进行研究和理论探讨ꎮ «大学体育» 课程在线教学模

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ꎬ 有助于把握规律ꎬ 更好地服务

教学ꎬ 提高教学质量ꎬ 推动教学改革的发展ꎮ
第一ꎬ 韶关学院 «大学体育» 课在线课程在二月份底

由广东省本科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指导委员会组织的第一批

在线教学优秀案例评选中获得学院和专业类优秀案例ꎬ 全

省 １１９ 项优秀案例ꎬ «大学体育» 课程只有韶关学院与华南

理工大学获得优秀案例奖ꎬ 鼓励了我们教学团队信心ꎬ 进

一步推动我们边建、 边做、 边改、 边完善课程构建ꎬ 不断

完善本在线课程实施运作ꎮ
第二ꎬ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由全国高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公体组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推出了 “体育名师在线谈

教学” 系列公益直播ꎬ 华南理工大学樊莲香教授在谈及

“大学公共体育在线教学与课程资源建设” 时认为: 韶关学

院的 «大学体育» 课获得广东省在线课程第一批优秀案例ꎬ
值得肯定和学习ꎮ 因为是全国高校体育教师的在线直播ꎬ
扩大了韶关学院知名度和影响力ꎬ 在 «大学体育» 课程在

线建设教学方面有积极引领和榜样作用ꎮ
第三ꎬ 由于 «大学体育» 课程采用的在线网课教学是

一种新生事物ꎬ 新事物必然会有理论研究意义ꎬ 因此部分

教师正在撰写相关论文及课题ꎬ 进一步深入探讨在线网课

的发展研究ꎬ 以此促进 «大学体育» 课程的教学发展和改

革ꎮ
第四ꎬ 在今后的教学中可充分利用在线教学资源ꎬ 实

施理论部分内容在线教学方式ꎬ 充分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

手段ꎬ 拓宽教学形式ꎮ
４　 小结

韶关学院 «大学体育» 课程采用网络在线教学模式ꎬ
经过一学期教学实施ꎬ 顺利地完成了在线教学任务ꎬ 获得

较好的教学效果ꎮ 综上所述ꎬ 第一ꎬ 学校和学院领导重视ꎬ
给予各方面 (提供资源平台、 发布通知、 各学院协调沟通

等) 的帮助和支持ꎻ 第二ꎬ 教学团队认真落实边建边改边

完善的指导思想ꎬ 相互协作形成合力ꎬ 达到了较好的预期

效果ꎻ 第三ꎬ 对 «大学体育» 课程的教学研究和改革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ꎻ 第四ꎬ «大学体育» 课程的特殊性ꎬ 网

络在线教学存在一定的不足ꎬ 有待于今后在教学中不断改

进和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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