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课程基本情况

1-1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运动技术专修（团操）
授课
对象

19 级社会体育专业
1.2 班

课程类型 □综合素质类 ☑专业教育类
课程
学时

96

开课期数 10 学期 学 分 6

是否为马工程
教材相应课程

□是 ☑否
是否使用
马工程教材

□是 ☑否

授课类型 □线上课程 ☑线下课程 □混合式课程

选用教材或
主要教学资料

1.啦啦操运动第二版，马鸿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1

2.团操基础，校本教材

3.ppt、视频资料、微课等

教学改革情况

本课程是专业核心课，面向社会体育专业大一学生开设，

经过 5年课程建设，目前已出校本教材一部，建设《运动技术

专修（团操）》资源平台一个，相关教改课题数个，发表论文

数篇，结合案例，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施，能有效结合

课程内容特点选择合适的载体，做到与课程内容的有机融合。

从课程内容设计到考核评价，完成了教学改革。

1-2 课程团队基本信息

课
程
负
责
人

姓名 陈雪倩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3.12

职称/职务

副教授/社会

体育专业主

任

毕业学校
/学历学位 成都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体育教育训

练
手 机 13880901835

已获得的省
级及以上的
荣誉奖励、
已完成的课
程建设与教
学改革成果

1.2016 年 5 月，荣获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第二届青年体育

教师说课比赛一等奖。

2.2016-2018 年，3 次荣获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健美操比

赛“优秀教练员”称号。

3.作为第一主研，参与四川省社会体育专业现代学徒制试

点工作，研究中。

4.主持院级课程改革 2项：《专业分流培养模式在高职社



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中的研究与实践 》和成效为本课程

《运动技术专修（团操）》，研究中。

课
程
团
队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任务及分工

陈雪倩 女 1983.12
副教授/专业

主任

课程负责人

教学设计

主讲

张京杭 男 1976.4
副教授/健康

科学系主任

政策把握

整体设计

刘圆芳 女 1985.12 讲师 课程主讲

陈林 男 1982.12 讲师 教学质量把控

杨素文 女 1980.11 讲师 政策把握

宋亮亮 男 1986.1 讲师 案例收集

二、课程建设

2-1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团操的基本动作、基本技术及基本理论知识。

培养学生的节奏感、优美感和表现力，使学生能完成团操表演；组织和提倡学生

进行有氧操课外练习及社会实践，发展学生进行健身指导工作的潜力，主张个性

发展，为以后从事团操教练打下基础。

2.“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通过团操动作的学习，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社会责任、文化自信、人文精神、工匠精神等。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育人效益。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1 花球啦啦

操

课程目标 理解啦啦操的概念、分类及特点；学会花球啦啦操

套路动作；能创编套路动作的队形。

思政目标 培养高尚的文化素养、健康的审美情趣、乐观的生

活态度；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培

养学生诚实守信、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精神。

2 搏击操 课程目标 记住搏击操的专业术语及动作要领；学会搏击操的



套路动作。

思政目标 培养学生的节奏感、优美感和表现力；培养学生踏

实严谨、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

3 有氧舞蹈 课程目标 领会有氧舞蹈的动作要领；学会有氧舞蹈的套路动

作。

思政目标 感受有氧舞蹈的魅力；着力提升学生表现力、文化

自信、团队协作能力。

4 搏击操、有

氧 舞 蹈 的

动作创编

课程目标 创编搏击操、有氧舞蹈组合动作。

思政目标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培育通力合作、集

体至上的团队精神。

5 团操教学 课程目标 完成一次团操课程的教授，领会团操教练的要求及

特点。

思政目标 体现健康快乐、积极向上的精神；培养个人综合能

力、提升领导能力。

2-2 建设思路和课程设计

1.指导思想

以习总书记讲话中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为教学指导思想：

2.设计理念

依据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本课程的课程标准，从学情和

教学实际出发，在教学中，坚持品德为先，培养学生热爱生活、懂得感恩、与人

为善、明礼诚信，引导学生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

为他们的基本遵循。

3.课程内容设计

我们根据课程性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设计 5个模块的



教学内容，融入了思政元素。

课程结构 模块的名称 思政元素 教学方法 学时

模块一 花球啦啦操 爱国主义

实践创新

吃苦耐劳

精益求精

团队协作

诚实守信

讲解

示范

案例教学法

体验式教学

情景模拟教学

角色扮演法

分组练习

32

模块二 搏击操 24

模块三 有氧舞蹈 24

模块四 搏击操、有氧舞蹈的动作创编 12

模块五 团操教学 4

合计学时 96

4.教学方法与举措

利用网络平台、知心点点等多种教学手段，打造信息化平台，提升课堂效率；

采用案例教学、体验式教学、情景模拟教学、角色扮演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有

效地将思政元素融入到知识传授中，一方面提升学生对本课程学习的专注度、热

爱度；另一方面又能有效地将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地结合。



5.教学实施

（1）课堂学习——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课堂实效

①课前，教师通过信息化教学平台上传教学资料及布置作业，根据预习情况，

制定课中的教学计划，学生通过观看教学视频，上传作业，自主学习，为课中学

习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一环节培养学生虚心好学、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以及诚实

守信的美德。

②课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突出教学重点和突破教学

难点，从而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了学生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及团

队协作、精益求精的精神。

③课后，教师通过信息平台下发作业，学生完成作业并上传，使教学内容得

到课后巩固拓展延伸。培养了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及吃苦耐劳的品质。

课前、课中、课后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立，学习效

果得到了提升。



（2）校园活动——丰富校园生活，营造体育文化育人氛围

①开展健美操社团活动

健美操社团作为学院的优秀社团，每学期定期开展社团活动，如健身知识竞

答、减脂项目开展、讲座等。培养了学生正确的形体姿态和良好的气质，增强集

体意识，培养了学生乐感、节奏感、优美感。



②参演学院大型活动

在学院的运动会、篮球比赛、迎新晚会等活动上，学生把课堂所学用于实践，

完美呈现啦啦操的表演，获得全院师生一致好评。提升了学生的表现力、文化自

信、团队协作能力。

（3）校外实践——强调教学与市场、与企业相结合，培养岗位职业能力

通过到健身房参观学习，认同企业文化，提高团操教练的职业素养，培养学

生的诚心、责任心、事业心，着力提升岗位职业能力。与企业深度合作，培养企

业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专业人才。

通过“课堂学习-校园活动-校外实践”这三个环节，使“知识传授、能力提

升、价值引领”得到了同步提升，完成了课程的教学目标。

6.考核评价

实施过程性考核的方式，采用平时成绩+技能考核，以团队为单位，团结协

作完成各项目。增加了团队成员为评价主体，评价要素里融入了“诚实守信、团

队协作、互助友善、创新能力”等元素。



三、教学效果

3-1 教学效果

1.教学成果显著

（1）学以致用，尝试教学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学会多种团操。数名学生能够在长江健身房

担任团操教练，进行课外实践，得到会员一致好评。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对团

操的兴趣，增强了文化自信，提升了团操专业技能。

（2）以赛促学、以学促用

①在全院范围内开展啦啦操比赛，通过积极宣传，300 余人参赛，极大地

调动了学生的参与度，培养了校园文化氛围，激发了参赛队员团结协作、努

力拼搏、创新编排的精神。

②举办了我院第一届体育职业技能大赛，其中的团课教练项目与堡格莱斯

健身房合作，队员们得到了企业老师的提点、动作的完成度、表现力等都得

到提升。培养了学生积极上向、健康活力、团结协作、文化自信等精神。

③2016-2018 年，通过课堂教学、课外训练，经过激烈角逐、努力拼搏，



凭借吃苦耐劳、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精神，社会体育专业学生参加四川省

高职院校啦啦操比赛，均荣获花球啦啦操规定套路动作、自编啦啦操一等奖。

2018 年，学生以《健美操——基本动作》为题，参加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体

育专业学生说课比赛获三等奖。

通过一系列的比赛，有效地引导了学生对团操的兴趣，热爱运动，提升了

学生团操专业技能，培育了学生职业素养、爱国情怀、团结协作、勇于创新

的精神。

（3）积极参与社会服务

课程拓展与延伸，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参加不忘初心跟党走、青春建功新

时代龙泉驿区“百团进社区”启动仪式，走进社区，指导社区人员健身活动，

增长了学生见识、营造了休闲、轻松的氛围，促进了身心健康，提升了文化

自信。

课程拓展与专业活动紧密结合，组织学生参加社区足球比赛的啦啦队，

开展表演及展示等活动。



2.育人典型案例

有一个男生上课时一直讲话，而且对团操特别不喜欢，总觉得只适合女

生，每次分组练习时他就一个人坐到旁边，不参加小组的练习。当我批评时，

他总能振振有辞。细想自己的做法，我也许有些急于求成。以前我只注重传

授知识和技能，而忽略了对其品行的培养，结果导致他成绩一般，教学效果

不明显。经过深思熟后，在课堂上融入了思政元素，同时在课后我注重该生

“三观”、品行的培养。首先，通过图片和视频的展示，让他看到很多优秀

团操教练都是男士，让他从心里接受团操，然后再让他明白，一个小组就是

一个整体，不仅影响自己，同时还影响了整个团队。最后，在老师和同学们

的鼓励下，他渐渐变得积极，上课能认真跟老师学动作，分组练习时也能积

极参加并尽力完成动作，成绩有了明显改善，同学们也更欢迎他了。

在专业课上融入了思政元素，使专业特点和思政元素有机融合，培养学

生吃苦耐劳、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精神；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学

生互助友善、与人合作的团队协作精神；养成诚实守信的良好品德。

3-2 示范辐射

经过 5 年课程建设，目前已出校本教材一部，建设《运动技术专修（团

操）》资源平台一个，相关教改课题数个，发表论文数篇，结合案例，进行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施，能有效结合课程内容特点选择合适的载体，做到

与课程内容的有机融合。从课程内容设计到考核评价，完成了教学改革。



在学院的统筹安排下，通过帮扶等活动，积极带动本院其他相对薄弱的

专业开展课程思政。

1.加强指导、促进交流。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结合本课程开展课程思政的

经验，积极与其他专业的课程进行交流，提供具体思路。

2.加强互动、资源共享。让高职院校体育操类课程参加我院的院本培训

内容，实现资源共享。

3.拓展平台，展示交流，提高示范辐射实效。通过展示、交流，让教师

对课程思政进行反思、总结，进一步促进教师对课程思政的探索，从而使思

政元素与专业课程更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四、政策支持及配套保障

（一）组织保障

学院成立由党委牵头负责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课

程思政”建设计划，定期召开“课程思政”建设推进会，完善健全管理制度，

协调解决“课程思政”建设相关问题。开展调研和实践指导，密切关注和支

持一线教师和党支部书记在深化“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实践活

动。

（二）计划实施

学院将“课程思政”建设相关工作列入学年工作要点，实施“三教”改

革。组织召开多次“课程思政”专题研讨、交流培训，通过强化培训，提升

教师课程思政的“思政元素”和“思政载体”的选择能力，把握精准选择思

政元素的路径和方法；开展院级“课程思政”课程立项，梳理每一门课程蕴

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编写教学大纲、教案、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制作微

课，广泛应用启发式、讨论式、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方式，逐步形成案例示

范，推广应用到全部课程。

（三）政策经费保障

学院提供经费支持“课程思政”建设，对相关课程教材、教学资源、师

资培训、教学团队等提供建设经费、培训经费等，保障“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与教学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并将教师参与“课程思政”建设与教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