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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高校公共体育在线教学机制分析
李 伟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10
[摘要]本次疫情的影响重大，激起了社会各层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思考，其中就包括了高校公共体育教育，如何在此类
事件下继续保持公共体育教育的开展是一项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此人们提出了“高校公共体育在线教学”概念。此概念下，
考虑到公共体育教学的需求与特征，常规的 在线教学机制出现了适用性不足的问题，因此围绕该教学工作需要构建一个新机
制。针对这一点文章将展开研究，对高校公共体育教学需求、与常规在线教学机制的冲突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高校公共体育
在线教学新机制构建方式，以便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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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Analysis of Online Teaching Mechanism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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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act of epidemic is significant, which has aroused the thinking of all levels of society in the fac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cluding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 to continue to carry out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such incidents is a problem worthy of study, so peopl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online teaching of public spor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is concept, considering the nee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conventional online teaching mechanism is insufficient, so a new mechanism should be built around the teaching work.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will carry out research, analyze the conflict between college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needs and conventional
online teaching mechanism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new mechanism of public sports onlin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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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不可否认，任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会导致高校公共体育无法依照往常方式开展，尤其是类似疫情的大面积事件，
必然导致常规体育教育停滞，而教育事业的停滞将影响社会下一代人才的培养，因此只要在有方法的情况下，都要开
展教育活动，这一点在高校公共体育教育层面上也是一样。这一条件下，面对本次疫情，高校公共体育纷纷开始使用
网络进行在线教学，在应用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教学效果，但随着应用的深入，人们很快发现单纯依靠网络似乎并不
能完整落实公共体育教育目的，很多教学项目并不能依照普通方式开展，说明高校公共体育在线教育陷入了教学机制
上的困境，因此有必要展开相关研究，此举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1 高校公共体育教学需求
1.1 互动需求
在先进教学理念下，任何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都存在互动关系，也正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教师才能向学生传输
教育信息，使得学生进行学习，所以互动是实现教学、落实教学目的的要点，这一点在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中也不例外，
说明其中存在互动需求。从教师角度出发，当教师对学生提出了某个知识点相关问题或者学习要求时，学生应当给予
教师反馈，反馈可以是语言上的交流，也可以是行为上的活动，例如在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中，教师向学生提出“现在
开始篮球运球训练，带球绕操场一圈”的要求，则学生就应当开展相关行为，这里就体现了师生之间的互动关系，但
当教师提出要求后，学生没有开展相关行为，则说明教学停滞，同理从学生角度出发，当学生向教师提出问题或要求
时，教师也应当及时给予反馈，否则会造成相同影响，可见互动是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中核心需求之一，师生彼此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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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若无法互动，则教学必然会受到质量上的负面影响

[1]。

1.2 针对性需求
虽然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在模式上是一名教师对多名学生，内部存在一定的公开性，但教学课程对外并不开放，因
此在整个社会环境下，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针对性需求，即教学只针对学生。这一需求的存在主
要是为了防止外界因素干扰教学秩序，或者对学生造成影响，例如在某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当中混入了外界人员，随之
外界人员在体育活动中开始向学生私下发放“广告”
，这无疑会对学生造成影响，因此我国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很早就意
识到了教学需要具备针对性，针对性需求也由此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常规现实课堂中开展的公共体育教学具有较
强的针对性，学校环境可以很好的避免外界人员进入课堂，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因为教学环境的转变，所
以是否还能继续保障教学针对性，满足针对性需求尚且是未知数，关于这一点教师及相关人员应当保持关注

[2]。

1.3 管理需求
不可否认，在相同教学环境中不同学生的行为表现存在差异，某些学生或许会认真学习，完成各种学习任务，而
也有部分学生的行为表现相反，如果放任学生自由，任差异不断扩大，则很容易造成学生学习水平上的差距，且差距
会越来越大，这一点在高校公共体育上也是一样。但这种现象显然是人们不乐于看见的，教育的本质目的就是让每个
学生在专业及综合素质上不断提升，因此为了避免部分学生不认真学习，教学中需要通过教师对学生进行管理，这就
是高校公共体育教学管理需求的体现。根据疫情发生前的高校公共体育教学表现可知，因为课堂中教师与学生是直接
接触的，所以当教师发现问题时可以直接指出，对学生行为表现进行矫正管理，同时这种接触关系下，学生自身也会
受到一定的约束，其自控意识表现提出，而在在线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就不再是直接接触了，此时就可能存在管理上的
缺陷，管理需求有可能无法落实。

2 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与常规在线教学机制的冲突
2.1 常规在线教学机制概况
受本次疫情事件影响，以往依托于线下课堂环境的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不得以而转入线上，利用网络进行在线教学，
此时因为以往此类教学模式应用较少，所以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多采用常规在线教学机制来开展。常规在线教学机制通
常是利用网络通信功能来实现在线信息的互动，师生能通过这项功能进行网络交流，同时可以将教学网络环境构建成
一个平台，保障教学针对性，再利用平台内的各项功能让教师进行课堂管理，这种机制在其他教学中表现良好，但在
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中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冲突。
2.2 冲突之处
聚焦于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中的三项需求，根据当前在线教学机制表现可知，常规在线教学机制与高校公共体育教
学在三项需求上都存在冲突，具体如下。
（1）互动需求冲突
虽然在线教学通过网络通信功能能够实现互动，但在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中其互动效果并不好，即首先因为高校公
共体育教学涉及人数较多，所以单纯利用通信功能进行通信很难兼顾到所有学生，网络平台也普遍不具备同时兼容教
师与成百上千名学生共同通信的能力，因此使得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在常规在线教学机制下出现了互动质量问题，说明
常规机制与互动需求存在冲突。
（2）针对性需求冲突
通过网络平台建设让高校公共体育在在线教学中同样具备针对性确实有效，但效用并不明显，外界人员依旧可能
进入网络课堂开展一些不适宜的举动，这种现象尤其在教学平台源于外界企业的情况下最为突出，例如某高校公共体
育教学就选择了“微信”作为教学平台，利用“微信小程序”开展教学活动，而小程序中始终存在“广告”等不适宜
信息，甚至偶有外界人员混入内部，可见常规在线教学机制下高校公共体育在线教学针对性不足，两者之间存在冲突。
（3）管理需求冲突
通过以上（1.3 管理需求）论述可知，线下高校公共体育教学的管理工作表现良好，这得益于师生之间是直接接触
的，但在线教学中师生之间存在网络的间隔，两者并不是直接接触，此时首先教师依靠现有网络平台功能很难全面了
解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其次学生所感受到的约束较小，自控能力降低，说明教师管理效能被削弱，无法保障学生学
习行为规范性与教学质量。例如某学生在高校公共体育在线教学中，就出现了“用电脑登录学生账号，随后在网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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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中挂机，自身则去做其他无关事情”的行为，教师对此还难发现，管理效用自然减弱。

3 高校公共体育新在线教学机制构建
本质上，所谓“高校公共体育新在线教学机制”就是在常规机制基础上进行改进，构建出一种更适合高校公共体
育在线教学活动开展的机制，遵循这一逻辑，针对现有冲突，下文将对机制构建方法进行分析。
3.1 互动需求下的新机制构建方法
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中的互动需求特征主要体现在庞大的学生群体上，如何保障教学中师生互动效果良好成为了一
项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此，首先如果高校所拥有的在线教学平台具备强大的网络通信能力，则这一问题即可直接解决，
对此高校在开发或者选择平台上就要看重平台的通信容量的，例如某些平台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来保障通信容量，
除教师以外，内部可以容纳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的用户，由此即可解决教师与庞大学生群体进行互动的问题，其次
在互动效果上，通过以上平台能够让教师通过视频、学生通过文字的形式进行交流，如教师在视频中进行运动动作示
范，学生即可跟着视频进行学习，完成公共体育教学，保障了互动效果，最后如果高校无法拥有大容量的在线教学平
台，则建议在在线教学以外，多使用离线教学模式来进行教学，即教师拍摄教学视频，上传到平台中后学生可随时随
地下载来进行学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市面上多数大容量在线教学平台普遍具备开放性突出、约束性不强的特
征，所以盲目使用外接开发的平台容易导致针对性需求、管理需求冲突加剧，对此建议高校自主开发，或对相关组织
提出要求，由此可避免冲突加剧。
3.2 针对性需求下的新机制构建方法
为了保障教学的针对性，无论高校公共体育教学采用何种在线教学平台，都要做好人员身份认证工作，即建议在
平台中构建“账号/密码”认证机制，所有用户要进入平台内听课，都必须先输入正确的账号/密码，由此通过身份认
证，当身份认证不通过，则用户是不能进入平台中的，此举在高校公共体育在线教学机制中，就能保障针对性，只有
校内人员才能注册账号/密码，校外人员无法进入教学平台中。例如某高校在公共体育在线教学平台上就设置了账号/
密码认知机制，依照每个学生的学号、班级设定了账号密码，并分发给各个学生（教师账号/密码由教师自己设定），
这样校外人员因为不知道学号与学生所在班级，所以无法进入，保障了高校公共体育教学的针对性。
3.3 管理需求下的新机制构建方法
在高校公共体育在线教学中，为了保障教师能够对学生学习行为进行管理，需要在平台内构建更多的管理功能，
例如用户行为记录功能等，即假设学生在在线课堂中“挂机”
，自身去做别的事情时，其账号必然会出于长期未发言的
状态，此时通过用户行为记录功能，教师可以直观判断学生账号是否处于这种状态，一旦发现，即可在课堂上点名，
若未得回应，则说明学生确实在“挂机”，随之即可根据管理要求进行治理。

4 结语
综上，文章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高校公共体育在线教学机制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可知，面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高校公共体育教育工作必须在网络中在线展开，但常规的在线教学机制并不适合该项教育活动开展，其中存
在多方面的冲突。对此文中面对各项冲突提出了新在线教学机制的构建方法，对常规在线教学机制进行了改进，促使
机制更贴合高校公共体育教学需求，可在在线教学环境中起到保障公共体育教学质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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