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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二次备课的内容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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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课备课包括备教材、 备学生、 备学习目标、 备教法学法、 备场地器材、 备安全等内容ꎬ 是教师开

展教育教学的准备性工作ꎮ 二次备课是在已有备课基础上深入细致地研究教材ꎬ 创新教学设计ꎬ 完善教学内

容ꎬ 形成备、 教、 学、 评一体化的教学格局ꎬ 让体育课教学变的更加灵活和生动ꎮ
关键词: 体育ꎻ 二次备课ꎻ 思路

中图分类号: Ｇ８０７. ０３　 　 文献标识码: Ａ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６ － １４８７. ２０２０. ０４. ００５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２０
作者简介: 刘丽 (１９８８ － )ꎬ 女ꎬ 安徽池州人ꎬ 硕士ꎬ 一级教师

研究方向: 体育教学

　 　 体育工作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备课

是体育教师课堂教学之前的准备性工作ꎮ 体育教师在深入

研究教材教法的基础上ꎬ 结合学生的学情从实际出发进行

备课ꎮ 体育备课包括制定学年体育教学计划、 学期体育教

学计划、 单元教学计划、 课时教学计划等ꎮ 体育课区别于

其他学科的特殊性在于其室外授课ꎬ 除了备教材、 学生、
教学目标、 教法学法之外ꎬ 还要备场地器材、 天气、 安全ꎬ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体育课教学ꎮ
１　 二次备课的意义

二次备课是江苏省中小学教学教研室开展 “研读课标、
研究教材、 规范教学行为” 强化体育课教学的重要举措ꎬ
是指在已有教参或已经备过一次课的基础上ꎬ 再次研读体

育与健康课程标准ꎬ 进行深入透彻的创新教学ꎮ 二次备课

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思想研究和行动研究ꎬ 改变了以往照

搬就抄的教学风格ꎬ 形成了在课程目标引领下的备、 教、
学、 评一体化教学格局ꎬ 让体育课教学变的更加灵活和生

动ꎮ
２　 二次备课的内容与思路

根据八年级 «体育与健康教学设计探微» 一书ꎬ 以教

师设计的实心球操创编为例具体阐述二次备课的内容与思

路ꎮ
２ １　 备教学价值和意义

体育课教学内容丰富ꎬ 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ꎬ 教学

内容的选择、 学生学习激情的调动、 教学价值的挖掘非常

重要ꎮ 实心球是较为枯燥的练习项目ꎬ 本单元教学内容为

实心球操创编ꎮ 如何利用实心球项目既提升学生的身体素

质又让他们掌握运动技能是实心球操教学目的和价值之所

在ꎮ 本节课从增进学生身心健康的目标来构思ꎬ 以发展学

生上肢、 腰腹部肌肉力量的动作进行创编ꎮ
二次备课: 实心球操教学在 «体育与健康教学设计探

微» 中没有明确说明具体的操化动作ꎬ 需要授课教师自行

进行创编ꎮ 围绕实心球这一轻器械发展学生良好的身体姿

态ꎬ 同时发展学生上肢、 腰腹部力量、 弹跳力和身体的灵

敏性、 协调性ꎬ 通过挖掘教材的锻炼价值创编轻器械体操

的内容就会简单很多ꎮ 围绕如何达成学习目标、 如何以生

为本、 如何确保运动的密度展开构思ꎬ 让学生既学习实心

球操的相关动作又能够发展身体素质ꎮ
２ ２　 备教材分析

教材分析是根据授课内容进行的具体细化研究ꎮ 轻器

械体操是一项促进身体全面发展ꎬ 塑造良好身体姿态的基

本体操ꎮ 考虑到实心球为圆形且具有一定的重量ꎬ 单人的

抛接、 投掷比远、 投掷比准、 双人间传递、 手指拨地滚球、
仰卧脚踝夹实心球举腿、 仰卧起坐左右拿放球、 双手举球

深蹲跳、 仰卧举腿触球、 双膝夹球举腿等动作都适合实心

球这一器材ꎬ 这些练习增加课堂趣味性和发展学生的弹跳

力、 腰腹部和上肢力量ꎮ 根据人体关节活动范围和肌肉的

延展性ꎬ 共创编九节实心球操ꎬ 分别是上肢运动、 四肢运

动、 体侧运动、 体转运动、 踢腿运动、 腹背运动、 全身运

动、 跳跃运动、 整理运动ꎮ
二次备课: 实心球具有一定的重量ꎬ 初中生上肢及腰

腹部力量较为薄弱ꎬ 动作编排要简单且易操作ꎬ 音乐节奏

不宜过快ꎬ 操的编排要符合学生的实际ꎮ 教学备课时要创

２１



设新颖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ꎮ 教师以情境教学

法ꎬ 创设 ４ 支支援湖北新冠病毒引发肺炎疫情的救援队伍ꎬ
把实心球看成支援前方抗疫的物资ꎬ 设计了一系列运用实

心球发展学生体能素质的动作方法ꎬ 学生每完成一项体能

训练就可以晋级到下一站点ꎬ 遇到了 “困难” (实心球的

每一节操动作) 则要先结合挂图自学ꎬ 然后再跟教师学习

巩固动作ꎮ 通过这种情境教学的方法把体能训练与实心球

操教学融合在一起ꎬ 把枯燥的实心球操课变得生动活泼ꎬ
集中了学生们的注意力ꎬ 教师灵活掌控整节课的速度ꎬ 把

控课堂纪律ꎬ 避免学生乱扔实心球带来的安全隐患ꎬ 同时

培养学生不怕苦不怕累、 勇于拼搏挑战的精神ꎬ 树立众志

成城抗击疫情的信心ꎮ
２ ３　 备学情分析

不同水平阶段的学生身心发育特点不一ꎬ 心智成熟也

不相同ꎮ 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爱好来授课能更大程度地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ꎮ 一般而言ꎬ 男生喜欢具有挑战性的项目ꎻ
女生喜爱柔美性的舞蹈和健身操ꎮ 基本体操的教学对塑造

学生挺拔的身体姿态具有重要意义ꎬ 教师要根据不同年龄

阶段的学生合理选择器材和编排动作ꎮ 如: 低年龄阶段的

小学生使用较为轻的弹力球、 彩带ꎻ 初中阶段的学生可采

用实心球、 哑铃等一些有一定重量的器械ꎮ 在学情分析的

基础上ꎬ 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ꎬ 如: 有的学生学习

过舞蹈或身体协调性好ꎬ 可发挥这部分同学长处ꎬ 安排这

些学生担任小助手ꎬ 辅助教师教学ꎮ
二次备课: 八年级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快速时期ꎬ

心智的发展逐渐趋于成熟ꎬ 对挑战性的项目非常喜爱ꎬ 具

有探险精神ꎮ 学生身体素质的发展也达到一定的水平ꎬ 腰

腹肌和上肢力量还稍欠缺ꎮ 选择实心球操配合实心球进行

体能训练可以较好地达到技能传授又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ꎮ
２ ４　 备单元教学计划

单元教学计划是一个单元教学内容的细化ꎬ 一项体育

技能的教授要通过一个单元的时间来细化教学内容ꎬ 教学

由易到难ꎬ 由浅入深地ꎮ 从单元教学目标、 单元教学内容、
具体的学时分配ꎬ 再到每节课的学习目标、 教学内容、 教

学建议等方面进行详细构思ꎮ
二次备课: 实心球操共分为九个组合ꎬ 教学中安排三

个学时ꎮ 第一课时教授实心球操第一至第四节ꎬ 第二课时

教授第五至第九节ꎬ 第三课时复习整套实心球操ꎮ 除教授

实心球操外ꎬ 利用实心球发展学生身体素质的练习方法要

贯穿每一节课中ꎮ 本单元教学把体能融入到技能教学中比

纯粹开展 “课课练” 发展学生体能素质效果更好ꎮ 教学中

实心球一物多用ꎬ 节约了队伍调动的时间ꎬ 同时便于教师

组织和管理学生练习ꎮ
２ ５　 备场地器材与安全

场地器材是室外体育课的必备道具ꎬ 背风、 背阳、 背

干扰是体育课中最基本的原则ꎮ 场地的合理利用和器材的

高效使用能保证学生每节课有较高的练习密度ꎮ 所以ꎬ 教

师构思设计课时要细致布置场地ꎬ 注意器材的摆放位置和

安排器材使用的次数ꎮ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ꎬ 教师要创新

教学手段ꎬ 器材一物多用贯穿始终ꎮ
二次备课: 体育课上较为常见的队形是四列横队或四

路纵队ꎬ 教师往往在此基础上根据教学需要调整场地ꎮ 队

伍的调动要节约时间且高效合理ꎮ 如教授实心球操ꎬ Ｌ 型

或四列横队均可ꎻ 利用实心球发展学生体能素质和实心球

操的教学ꎬ 则以小组为单位分布成圆形的场地较为合适ꎮ
实心球有 １ＫＧ 和 ２ＫＧ 两种ꎬ 有光滑和防滑表面两种区别ꎮ
本次课根据教授实心球操的需要ꎬ 选择 １ＫＧ 的防滑材质实

心球ꎮ 实心球的重量轻ꎬ 在运动中较为安全ꎬ 体积小更便

于手能握紧不掉落ꎬ 保证教学安全ꎮ
２ ６　 备运动密度

运动密度是指一节体育课上学生活动时间与上课总时

间的比例ꎬ 数值越高说明运动密度越大ꎮ 在撰写课时教案

时往往要预计运动密度ꎬ 数据的得出不是凭空捏造ꎬ 而是

要根据课的实际情况计算得出ꎮ
二次备课: 精讲多练是一堂优质体育课要求ꎬ 教师要

尽量保证学生有足够的练习时间ꎬ 练习要达到一定的运动

量和运动强度ꎮ 测量运动前、 运动中和运动后十秒钟学生

的脉搏次数再乘 ６ꎬ 判断学生的运动强度ꎮ 统计学生持续运

动状态的时间除以整节课的时间计算运动密度ꎬ 大致预估

出本节课的运动密度ꎮ
２ ７　 备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是教师快速成长的一条必经之路ꎬ 教师要学

会自我反思ꎬ 吸取优秀老师的优点ꎬ 提升自我ꎬ 提升教育

教学能力ꎮ 教学中可能会出现由于教师设计的实心球操动

作难度大ꎬ 学生掌握不了动作ꎻ 还可能出现运动密度预估

不准确等ꎮ 此时ꎬ 教师要及时就这些问题进行反思和改进ꎮ
如: 简化实心球操的动作难度、 选择慢节奏的音乐、 计算

好学生运动的时间、 教师讲解语言精简ꎬ 给够学生运动的

时间ꎮ
３　 总结

体育课二次备课是在备课基础上教学思想、 实践行动、
教法研究、 评价方式等方面的转变ꎬ 是对体育与健康课程

标准的深入解读ꎬ 是培养学生体育与健康核心素养的重要

举措ꎮ 通过二次备课ꎬ 锻炼和培养了更多的体育教学骨干ꎬ
更好地促进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教学ꎬ 更好地达成体育课教

学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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