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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设计框架

课程名称
运动技术专修

（团操）1
课时 32 学分 2

课程目标

培养学生规范的操类基本动作，基本技术及基本理论知识，为以后从事团课教

练打下基础；培养学生的节奏感、优美感和表现力，使学生能完成啦啦操的表

演；组织和提倡学生进行有氧操课外练习及社会实践，发展学生进行社会指导

工作的潜力，主张个性发展。发展柔韧、协调、灵活、力量、弹跳、平衡等身

体素质；提高音乐素养，陶冶情操，培养高雅气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其锻炼中陶冶情操、磨炼意志、提升道德素养，

培养学生互帮互助、团结合作的精神。

学习成果

1.记忆团操的概念、分类及特点。

2.学会花球啦啦操基本动作和规定套路动作。

3.创编花球啦啦操成套动作的队形。

4.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互帮互助，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精神。

思政元素

爱国情怀：激发学生对体育事业的向往和在课程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道德素养：在其锻炼中陶冶情操、磨炼意志、提升道德素养。

精益求精：培养学生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精神。

吃苦耐劳：培养学生踏实肯干、吃苦耐劳的精神。

城实守信：培养学生参加比赛应诚实、守信。

互助友善：培养学生互帮互助，团队体现包容、协作、友善。

团结合作：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

育人目标

1.描述团操的概念、分类及特点。

2.指出啦啦操基本动作及套路动作的动作要领。

3.学会花球啦啦操基本动作和规定套路动作。

4.提升学生的节奏感、优美感和表现力，发展柔韧、协调、灵活、力量、弹跳、

平衡等身体素质。

5.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互帮互助，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精神。

教材描述

《啦啦操运动》时高等学校教材，主编马鸿韬，高等教育出版社。介绍了啦啦

操项目的基础理论知识，系统地阐述各类啦啦操的教学与训练，同时就啦啦操

成套动作的创编、运动员的选材、竞赛与组织管理以及对啦啦操表演作品进行

案列分析。

本课程教学

师资团队情

况

本课程教师团队 6 人，副高 2人，讲师 3人，助教 1 人。陈雪倩，副教授，主

要研究健美操、啦啦操、团操等；胡蝶，副教授，主要研究艺术体操、健美操、

啦啦操、团操等；刘圆芳，讲师，主要研究羽毛球、啦啦操等；龙凤，副教授

主要研究健美操、啦啦操等。盛梓涵，讲师，主要研究搏击操、有氧舞蹈等；

康伟，讲师，主要研究跆拳道、啦啦操等。

教学资源

教材、案列、ppt、视频、知新教师平台、音响、瑜伽垫等等。



第 3 页

课程实施进程表

单元标题

（情景/

模块）

啦啦操基本动作 学时 6

教学目标

和主要内

容

能力目标

1.学会啦啦操基本手位动作。

2.提高学生协调性，发展学生的柔韧素质和灵敏素质。

知识目标

1.记忆团操的概念、分类及特点。

2.描述花球啦啦操的特点及要求。

3.描述花球啦啦操的运动特点。

素质目标

1.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精神。

2.在其锻炼中陶冶情操、磨炼意志、提升道德素养。

教学内容

1.团操的概念、分类及特点。

2.啦啦操的概念、分类、运动特点。

3.啦啦操基本手位动作。

4.身体素质练习。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解法、示范法、分组练习法、递加教学法、提问法、纠错法、体验式

教学、模拟教学法、角色扮演法，案列教学法。

学生参与

设计

1.教师提问，学生积极问答。

2.分组练习，互相纠错。

3.体验动作，互相学习。

考核内容

和方式

1.花球啦啦操基本动作，实践考核

2.花球啦啦操套路动作，实践考核

3.身体素质，实践考核

教学资源

教材、案列、ppt、知新教师平台、音响、瑜伽垫等等

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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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第一学期教案

授课教师 陈雪倩

周 次 第 4周，第 1 次课 编写时间

章节名称 理论课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 实践课（） 教学时数 2

教学内容 1.团操的理论知识

2.啦啦操理论知识

教学目标 1.使学生初步了解团操的理论知识

2.啦啦操运动的基本知识，为将来上好实践课做好准备

3.通过团操功能的介绍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和热情

4.培养学生健康活力、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

思政教育 1.活力健康：激发学生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精神，具有当代青少年的青春美和健康

美。

2.团结协作：啦啦操运动以集体形式展开活动，在组合中彰显队员的团队协作，强调

成员之间的相互鼓励、相互配合，以争取团队目标的实现。

主

要

内

容

一、团操的理论知识

1.团操课的作用：释放身心 愉悦自我 减脂塑形 增强体质 让身体更健康

2.团操课的分类：

形态区分—动态 静态

训练过程区分-有氧、无氧、有氧无氧结合

功能区分—减脂、塑形、锻炼心肺功能、锻炼协调性、有益心脑血管、拉伸舒展

释放身心

发展时间区分—传统课程、新型课程

传统课程—有氧健身操 民族舞 古典舞 拉丁舞 肚皮舞 形体 腰腹

新型课程—莱美体系、尊巴体系、亚健体系

3.莱美历史及分类

LES MILLS 国际公司(LES MILLS INTERNATIONAL)是一个纽西兰的知名家族企业。

它的前身“LES MILLS 健身世界”（Les Mills World of Fitness）最早创建于 1968

年在纽西兰的奥克兰市。它的创办者——Les Mills 先生曾四次代表纽西兰参加奥

运，并且连续担任过四届的奥克兰市市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创建了 LES MILLS 健身

训练体系。

简单、有趣、安全、有效

莱美是以莱美健身运动项目为主，并集教练培训、集体健身管理、市场推广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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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世界领先的健身体系。莱美运动项目由一批顶级教练、舞蹈设计师、运动生理学

专家组成的开发小组研究设计，提供一整套针对锻鍊者生理以及心理的训练。可以改

善或增强锻鍊者力量、耐力、有氧运动能力和身体的协调性、柔软度、敏捷性，并使

锻鍊者拥有健康的身心。具有有效、简单、有趣、安全和每季更新的特点。

什么是 BODYPUMP?

BODYPUMP® 适合希望迅速实现瘦身、紧致和健美效果的人士。

通过重复多次举起轻量级到中量级的重量，BODYPUMP 能让您全身得到训练，并

燃烧掉多达 500 卡路里的热量。 教练将指导您完成一些经科学证明行之有效的训练

动作和技巧，在给予你激励与动力的同时，还有律动的音乐，帮助你达到独自训练所

无法取得的效果！ 一堂课下来，你不仅会感到得到了锻炼，情绪也会被调动起来，

并期待在下次课程中接受更多挑战。

BODYPUMP 的训练课程分为 55 分钟、45 分钟和 30 分钟三种时长。

什么是 BODYCOMBAT?

步入 BODYCOMBAT 的课程，你会通过拳击、踢腿动作进行锻炼，全程可以燃烧高

达 740 卡路里的热量。 此项课程受武术动作启发，是完全非接触性、简单易学的大

运动量训练课程。 莱美教练会激发你持续挑战，每次训练都竭尽全力。 在锻炼中，

你会释放自我、心情舒畅，感觉像冠军一样。

BODYCOMBAT 的训练课程分为 55 分钟、45 分钟和 30 分钟三种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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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BODYBALANCE?

BODYBALANCE® 是一项基于瑜伽动作的健身课程，适合任何人练习，可有效提升

你的身心状态和生命质量。

在 BODYBALANCE 课程中，伴随着美妙空灵的音乐，让你通过一系列简单的瑜伽动

作，弯曲和拉伸身体。 此外，我们还在动作中融入了一些太极和普拉提的元素。 呼

吸控制是所有练习的一部分。 训练过程中，教练都会为初学者提供各种训练难度的

选择。 你的整个身体都会得到强化，训练结束后，你会感到心情平静，精力集中，

身心愉悦。BODYBALANCE 训练课程有 55 分钟、45 分钟和 30 分钟三种课时可选。

什么是 CXWORX?

CXWORX® 课程锻炼的是身体核心肌肉群，为您提供拥有强健体格所需的重要锻炼

内容。 强健的核心肌肉群会让您做任何事都很出色，从日常生活到您最喜欢的运动

——是拥有完美生活的必有力量。

CXWORX 课程的所有动作都有多个选择。 因此，虽然有难度，但是完全可以在自

己的健身水平基础上做到完美训练。 在 30 分钟的训练课程中，教练会指导您采用正

确地方法来使用弹力绳和杠铃片，以及完成仰卧起坐和支撑等负重练习。 您也会得

到髋部、臀部和下背部肌肉的锻炼。

什麼是 BODYATTACK?

BODYATTACK® 是一項高能量健身課程，動作既適合初學者，又能滿足運動達人的

需求。 將競技動作，如跑步 (running)，弓步跳 (lunging) 和跳躍 (jumping)，與

力量訓練——如俯臥撐和深蹲，結合在一起。 萊美教練會在活力四射的音樂聲中指

導激勵你完成訓練，以科學方式助你挑戰自身極限，燃燒高達 730 卡路里，給你帶來

成就感。

BODYATTACK 課程有 55 分鐘、45 分鐘和 30 分鐘三種課時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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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RPM?

RPM® 课程是我们开设的室内脚踏车课程，配有动感十足的音乐节奏。 每堂课可

以燃烧掉高达 620 卡路里，达到快速健身的效果。

学习骑脚踏车的所有基本动作，如站起、坐下、改变手扶位置、加速和减速。 自

行掌控自己的阻力水平和冲刺速度，逐渐加大自己的训练强度。 如果想体验真正的

成就感，请马上走进 RPM 课堂。

RPM 课程有 45 分钟和 30 分钟两种课时可选。

什么是 BODYJAM？

BODYJAM® 由来自纽西兰奥克兰的甘道夫·阿切尔（Gandalf Archer）精心创编，

是音乐与舞蹈的终极结合。

想听你最喜欢的音乐？ BODYJAM 课程都有！ 你刚听说的全新舞风？ BODYJAM

课程去年就有。

BODYJAM 课程有 55 分钟、45 分钟和 30 分钟三种课时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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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BODYSTEP?

BODYSTEP® 课程的核心是上下踏板，基本步法就像上下楼梯。 这是一项全身有

氧运动，可以实实在在地紧实臀部和大腿肌肉。

在 BODYSTEP 运动员模块课程中，基本踏步与 burpee、俯卧撑和杠铃片训练结合

在一起，达到锻炼上身的目的。 如果你喜欢更快的步伐移动，展示自己与生俱来的

绝佳节奏感，BODYSTEP 经典模块课程可以满足你。课程内设有多种强度和难度选择，

能让你安全地完成训练。

我们亲切热情的教练会全程给予指导。 我们会播放激情四射的动感音乐，为锻

炼过程增添许多乐趣及个人化元素。 一堂课可以燃烧掉高达 620 卡路里，让你在愉

快的满足感中结束锻炼。

BODYSTEP 课程有 55 分钟、45 分钟和 30 分钟三种课时可选。

5.尊巴体系

Zumba(音译尊巴)，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哥伦比亚人 Beto 创造的一种拉丁风情

有氧舞蹈，它是由多种风情的音乐和模拟拉丁舞的动作两大核心内容组成，通过运动

中音乐节奏的快慢变化来塑造身型,调节身体机能。将上肢塑身动作与简单舞步结合

在一起，形成一套令人兴奋的、动感而有效的健身体系.如果说南美洲的萨尔萨、雷

鬼、昆比亚、桑巴、佛拉明戈、恰恰、探戈等舞蹈是混血文化的产物，这可能就是尊

巴奇特魅力所在：张扬、兴奋、欢乐，没有传统黑人音乐的忧愁，只有青春时尚的动

感，各种来自南美洲的节奏在 60 分钟里可以带你尽情飞翔。

6.亚洲健身学院

中国风名族舞蹈、有氧心肺课程、Pop dance-时尚健身舞蹈课程、POP CARDIO

二、啦啦操的基本理论知识

啦啦操是一项新兴的运动项目，由篮球比赛中场休息的表演演变而来，是融健美

操、舞蹈、音乐及各种技巧动作于一体的集体舞蹈，注重激情、活力和团队精神。啦

啦操超越健身操范畴，追求最棒的舞蹈动作，听凭感觉天马行空，率性自由，毫无羁

绊。既是体育的，又是娱乐的。啦啦操分为技巧和舞蹈两大类，技巧以空中翻腾、托

举、搭金字塔等惊险、刺激的表演而极具观赏性，舞蹈又分为爵士、街舞、花球三类，

其中，花球表演历史最为悠久，在中国普及程度最高，CBA 及一些大型体育活动都可

以看到手持花球的啦啦操表演。啦啦操主要通过团队的合作团结、积极向上、勇于拼

搏的精神，去追求一种集体荣誉，形成一种团队精神。指在音乐的伴奏下，通过运动

员集体完成复杂、高难度的基本手位与舞蹈动作，充分展示团队高超的运动技能、技

巧、体现青春活力、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并努力追求最高团队荣誉感的一项由独特

魅力的体育运动。

1.分类：

（1）技巧啦啦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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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技巧啦啦操成套动作包括：30 秒口号组合、个性舞蹈、翻腾、托举、抛接、

金字塔等动作内容。

五人、双人配合技巧：成套动作中一托举、抛接两类难度动作为主要内容，充分

利用多种上架、下架动作以及过渡链接动作进行空间转换、方向与造型的变化。

（2）舞蹈啦啦操

爵士舞啦啦操、花球啦啦操、街舞啦啦操、自由舞啦啦操

2.啦啦操的运动特点

啦啦操运动满足了社会、市场及学校背景下多种角色的需求，多样化地适应于校

园的竞赛以及职业体育的娱乐功能。从啦啦操运动的诞生到如今发展为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竞技赛事，校园啦啦操运动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针对校园啦啦操队员的积极

评价占据了主导地位。

（1）啦啦操表演形象的动感活力性。啦啦操运动充分体现着一种朝气蓬勃、健康向

上的精神，因此，啦啦操的队员们必须拥有一个青春的形象、健康的体魄和健美的体

形。所有啦啦操队员要求五官端正、仪态端庄、青春靓丽，具有当代青少年的青春美

和健康美。

（2）啦啦操表演技术的风格突出性。技术特点是指啦啦操运动所特有的技术风格，

体现了所有肢体类动作在过程中通过短暂加速和定位制动来实现其特有的力度感，适

当的慢动作是允许的，但只作为过渡动作出现。

（3）啦啦操表演组织的团结协作性。啦啦操运动是以集体形式展开活动的，啦啦操

运动在托举、抛接、金字塔组合中彰显队员的团队协作，强调成员之间的相互鼓励、

相互配合，以争取团队目标的实现。

（4）集中体现健康快乐、积极向上的精神。健康快乐是啦啦操运动带给人们的整体

印象，无论啦啦操队员的外部形象还是他们的表演都会折射出一种美丽、蓬勃向上的

气息。这种健康快乐是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生活中，啦啦操队员都会展现出清

新、时尚的仪表，体现健康、阳光的时代感，展现良好的风貌，引领健康活力的新时

尚。啦啦操运动代表着健康快乐、积极向上的精神，向社会昭示着青春一代的风采。

（5）强调通力合作、集体至上的团队精神。协作精神、服务精神和大局意识三者集

中体现着“团队精神”。在啦啦操运动中，完成抛接等一系列动作时没有队员之间的

密切配合就没有安全。啦啦操运动最重要的因素是“安全”，“安全”意识贯穿于啦啦

操运动的始终。在啦啦操运动的抛接动作中，充足耐心、时间把握得当、注意力集中

是队员们必须把握的三个基本要素。

（6）凸显奋斗进取、顽强拼搏的竞争精神。在啦啦操运动中，很多不同的手势分别

代表着团结、力量、胜利、自信张扬、勇往直前等含义。奋斗和进取的精神也体现在

各种不同风格的标语和口号中，这些代表着奋斗、进取精神的元素鼓励队员顽强拼搏，

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他们的这种精神也会激励体育比赛中的每一个队员不畏困难、

勇往直前，最终取得比赛的胜利。

（7）培养个人综合能力、提升领导能力。啦啦操队员的英文名称为 cheerleader，

直译为“欢呼的领导者”，他们在观众面前欢呼雀跃，激起观众的热情，赢得观众的

尊敬并领导他们，成为团队的领导者和指挥者。能够成为一名勇敢的“啦啦操队员”，

是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最有价值的经历之一。此荣誉等同于高校体育运动中的英雄以及

其他学生中的领导者。欢呼引领者具有超凡魅力，是高大的领导者，他们由于良好的

声望与品性，有目共睹的领导能力被选中。美国许多企业都乐意雇佣有啦啦操运动经

历的员工，因为他们懂得顾客心理、善于运用肢体语言，有坚守目标和迎接挑战的勇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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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操运动对队员的形象有着较高的要求，并对其意志品质的培养有着积极的影

响。体现动感、青春、激情和时尚的啦啦操运动，不仅能塑造运动员积极向上的意志

品质，也能培养其团结协作、健康向上的精神。啦啦操运动极大地丰富了校园体育文

化活动的开展，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培养他们团结、协作的集体观念和团队精神。校园

啦啦操运动得到了社会、家长的充分认可，啦啦操队员也成为了学校、赛场上的明星，

成为“青春、流行、有领导能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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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第一学期教案

授课教师 陈雪倩

周 次 第 5 周，第 2 次课 编写时间

名章节称 啦啦操基本手位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 ） 实践课（√） 教学时数 2

教学内容 1.学习啦啦操 16 个基本手位。

2.专项身体素质练习。

教学目标 1.通过介绍啦拉队运动把健康和终身体育密切相联系，引导学生明白体育锻炼

习惯和终身体育的道理。

2.学会啦啦操的 16 个基本手位。提高学生的协调性，发展学生的柔韧素质和

灵敏素质。

3.激发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观念，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思政教育 1.严谨：学习过程中养成优化动作的习惯，严格按照基本手位动作的要求；动

作必须标准，一定不能浮躁，一定要耐心细致。

2.精益求精：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根据手位动作要领，不断优化动作标

准，要做到手位的朝向、高度、力度、控制等都一样。

课的结构 教材内容 教学组织与方法 时

间

次

数

开

始

部

分

一.课堂常规

1. 班长整队、集合、并清查人数

检查服装。

2. 师生问好。

3. 本次课的内容和任务。

4. 安排见习生。

队形：全班四列横队集合。

要求：

1.学生背风、背光、背干扰；

2.教师精神饱满，口令清晰；

3.学生服装整洁，利于运动；

4.见习生随堂见习。

5’

准

备

部

分

二、准备活动

1、慢跑一圈；

2、徒手操；

3、柔韧性练习（韧带拉伸）。

组织教法：全班四列散点横

队，教师带领学生练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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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声音洪亮，讲解清晰；

2、学生练习认真；

3、身体活动幅度逐渐加大。

基

本

部

分

一、学习啦啦操第 1-16 个手位

第 1-4 个手位：

加油、W、上 M、下 M

第 5-8 个手位：

高 V、倒 V、上 H、下 H，

组织队形：四列散点横队

教法：

1.教师讲解示范指导练习。

2.学生练习

3.教师纠错指导学生练习

4.学生练习

5.教师口令及动作提示

6.学生迅速做出手位

要求：

1.教师讲解清楚，示范正确，

纠错及时。

2.学生认真听讲，注意观察，

认真练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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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2 个手位：

L、下 L、K、侧 K

难点及易犯错误：

1.授课学生对操化感觉接触

陌生。

2.学习内容较多，易混淆。

3.学生做动作力度和速度达

不到。

4.动作到位没有控制。

应对策略：

1.单一动作加强练习，形成

动作自动化。

2.采用竞赛法和分组练习法

引导学生。

3.单一动作制动和力度的强

调练习。

教与学：

1.教师口令指导。

2.学生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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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6个手位：

上 X、低 X、前 X、屈臂 X

教法：

1.教师讲解示范指导练习。

2.学生练习。

3.教师纠错指导学生练习。

4.学生练习。

要求：

教师讲解清楚，学生认真练

习。

难点及易犯错误：

完成动作质量不高

应对策略：

1.语言和肢体上给学生加油

鼓劲。

2.采用竞赛法和分组练习法

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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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素质练习

发展下肢肌群力量的练习

[动作方法]单脚跳上、跳下：一腿

屈膝小腿提起，单脚支撑跳上台阶

或跳箱等，立即跳下，连续进行。

双脚跳上、跳下：两脚左右开立，

稍屈膝，用前脚蹬地跳上台阶或跳

箱等，并立即跳下，两臂协调配合

同时前后摆动。

30×3

30 次每组，工作 3 组，组间休息调

整

结

束

部

分

一、放松练习（拉伸放松）

①肩部拉伸练习

②体侧拉伸联系

③腹背拉伸练习

④膝踝关节拉伸练习

二、教师小结

三、布置课外作业

四、收还器材

五、师生再见。

组织：学生分散在垫子上练

习

教师教法：

1、教师讲解动作方法与要求

后带领学生练习；

2、教师口令指挥学生练习。

要求：

1、采用语言及手势提示；

2、采用镜面示范。

学生学法：

1、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

练习 4*8 拍；

2、学生每完成4*8拍动作后，

按要求控制身体 15 秒。

要求：

1、放松呼吸；

2、注意力集中在被伸展的部

位；

3、身体尽可能向远处伸展。

组织：全班学生四列横队集

合

要求：

1、教师小结简明扼要；

2、师生共同收还器材；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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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觉完成课外作业，养成

健身、锻炼的习惯。

运动负荷曲线预计

运动负荷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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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密度预计：

■教师讲解 35%■学生练习50% ■其它15%

每一格计划时间为 6 分钟

场地器材 音响、光盘、垫子

课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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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第一学期教案

授课教师 陈雪倩

周 次 第 6 周，第 3 次课 编写时间

名章节称 啦啦操基本手位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 ） 实践课（√） 教学时数 2

教学内容 1.复习啦啦操第 1-16 个基本手位。

2.学习啦啦操第 17-32 个基本手位。

3.专项身体素质练习。

教学目标 1.通过介绍啦拉队运动把健康和终身体育密切相联系，引导学生明白体育锻炼

习惯和终身体育的道理。

2.通过学习与练习，熟练掌握啦啦操的第 16-32 个基本手位。提高学生的协调

性，发展学生的柔韧素质和灵敏素质。

3.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观念，激发团队协作、顽强拼

搏的精神。

思政教育 1.团队精神：在分组练习基本手位动作时，队员之间必须通力合作、集体至上，

把动作做到整齐划一。

2.顽强拼搏的竞争精神。在平时练习中鼓励队员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

激励训练中的每一个队员不畏困难、勇往直前。

课的结构 教材内容 教学组织与方法 时

间

次

数

开

始

部

分

一、课堂常规

1. 班长整队、集合、并清查人数

检查服装

2.师生问

3.本次课的内容和任务。

4.安排见习生

队形：全班四列横队集合。

要求：

1.学生背风、背光、背干扰；

2.教师精神饱满，口令清晰；

3.学生服装整洁，利于运动；

4.见习生随堂见习。

5’

准

一、准备活动

1.慢跑一圈

2.徒手操

3.柔韧性练习（韧带拉伸）

组织教法：全班四列散点横队，

教师带领学生练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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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部

分

1.教师声音洪亮，讲解清晰；

2.学生练习认真；

3.身体活动幅度逐渐加大。

基

本

部

分

一、复习并纠正啦啦操第 1-16

个手位

配合音乐，做出动作，有力量且

手位准确。

二、学习啦啦操第 17-32 个基本

手位

第 16-19 个手位：

上 A、下 A、T、短 T

组织队形：四列散点横队

教法：

1.教师乐喊口令带领示范一遍

2.学生练习

3.教师巡视纠错指导学生练习

4.学生练习

5.配合音乐教师口令喊出动作

名称

6.学生讯速反应且节奏正确

要求：教师示范正确，纠错及

时，强化记忆，动作协调。

教法：

1.教师讲解示范指导练习。

2.学生练习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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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24 个手位：

下冲拳、侧上冲拳、斜下冲拳、

斜上冲拳

第 25-28 个手位：

斜线、小 h、弓箭、小弓箭，

3.教师纠错指导学生练习

4.学生练习

5.教师口令及动作提示

6.学生迅速做出手位

要求：

1.教师讲解清楚，示范正确，

纠错及时。

2.学生认真听讲，注意观察，

认真练习。

难点及易犯错误：

1.新授课学生对操化感觉接触

陌生。

2.学习内容较多，易混淆。

3.学生做动作力度和速度达不

到。

4.动作到位没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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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32个手位：

R、短剑、X、高冲拳

应对策略：

1.单一动作加强练习，形成动

作自动化。

2.采用竞赛法和分组练习法引

导学生。

3.单一动作制动和力度的强调

练习。

教与学：

1.教师口令指导。

2.学生练习。

教法：

1、教师讲解示范指导练习。

2、学生练习

3、教师纠错指导学生练习

4、学生练习

要求：

教师讲解清楚，学生认真练

习。

难点及易犯错误：

完成动作质量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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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素质练习

发展下肢肌群力量的练习

[动作方法] 俯卧撑。动作方法

是俯身向前，手掌撑地，手指向

前，两臂伸直，两手撑距同肩宽，

两腿向后伸直，两脚并拢以脚尖

着地。两臂屈肘向下至背低于肘

关节，接着两臂撑起伸直成原来

姿势。练习要求：身体保持平直，

不能塌腰成凹形，也不可拱臂成

凸形。12×2

12 次每组，工作 2 组，组间休息

调整

应对策略：

1、语言和肢体上给学生加油鼓

劲。

2、采用竞赛法和分组练习法引

导学生。

一、放松练习（拉伸放松） 组织：学生分散在垫子上练习

教师教法：

1.教师讲解动作方法与要求后

带领学生练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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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部

分

①手臂拉伸练习

②体侧拉伸联系

③腹背拉伸练习

④腿部拉伸练习

二、教师小结

三、布置课外作业

四、收还器材

五、师生再见。

2.教师口令指挥学生练习。

要求：

1.采用语言及手势提示；

2.采用镜面示范。

学生学法：

1.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练

习 4*8 拍；

2.学生每完成 4*8 拍动作后，

按要求控制身体 15 秒。

要求：

1.放松呼吸；

2.注意力集中在被伸展的部

位；

3.身体尽可能向远处伸展。

组织：全班学生四列横队集合

要求：

1.教师小结简明扼要；

2.师生共同收还器材；

3.自觉完成课外作业，养成健

身、锻炼的习惯。

4’

运动负荷曲线预计

运动负荷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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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密度预计：

■教师讲解 35%■学生练习50% ■其它15%

每一格计划时间为 6 分钟

场地器材 音响、光盘、垫子

课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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