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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解析大概念的内涵，列举体育学科中的一些大概念；从 4 个方面

论述大概念对于体育课程与教学的意义，包括构建学科知识结构、设计学习进程、超越学科知识

以及培养核心素养；以指向“运动能力”核心素养的大概念“运动项目具有共性和个性”为例，

分析这个“大概念”下的层级结构，用以说明体育学科大概念的确定与分析方法；最后，提供围

绕大概念展开的单元教学设计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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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big concepts and lists some 

big concep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big concept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from four aspects such as: constructing knowledge structure of the discipline, designing 

learning process, transcending discipline knowledge and cultivating core literacy. Taking the big concepts that 

“exercise program including generality and individuality” pointing towards the core literacy of “sports abil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ayer construction under this big concepts, so as to interpret the specification and 

analyse methods of the big concept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At last, it also provide the sample of unite 

teaching design arou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g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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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版)》(以

下简称“课标”)提出要“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

程内容结构化”。然而在我国体育教育领域，几乎没有

研究讨论本学科的大概念到底是什么，更别谈要围绕

大概念进行课程设计和教学。并且从课标的内容来看，

也没有再谈及体育学科的大概念。因而本研究旨在初

步探索体育学科中的大概念教学，期望能对此领域的

理论研究有所贡献。 

 

1  何为“大概念”  
大概念是人们对一类事实总体认识的抽象概括，

或是某一领域中的基本观念、原则、态度或模式等。

有研究认为，“大观念”一词 初于 1963 年由奥苏伯

尔提出[1]。但其涵义与布鲁纳等所说的“基本概念”是

相符的。因而，一般可认为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科结构运动[2]。 

埃里克森[3]把概念定义为一种对事实加以分类的

组织性观念，是一种心理图式或称心理建构，具有永

恒性、普遍性、抽象性和概括性。大概念是深层次的

可迁移的概念，在一门学科中处于核心位置[4]，换言之，

大概念是一些较为上位的概念。而概念的含义具有通

用价值——从一些特定事物中所获得的概念，可用于

解决其他事情[5]143-151，因而可以将一些能够解释较大范

围的事实或解决较多问题的概念称作大概念。“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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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对性，一个大概念可包含大量适用范围更小的小

概念，它自身又可被归属于更大的概念中[6]18。 

虽然大概念可以是一个概念，但它的外延又不仅

限于此。某一领域的基本概念(同“大概念”)，包含

该领域的一般原理、对待学习和研究的态度、对独立

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的认知等[7]38。换言之，大概念是理

解和应用知识的一个锚点，它体现了某一领域的专家

思考和感知问题的方式[8]73-75。此时的大概念不再是一

些概念，而是一些基本的观念、态度、模式等。例如，

科学学科的大概念——包括“科学的大概念”，即科学

学科的内容，和“关于科学的大概念”，即对待科学的

态度、科学知识的使用方法及原则等[6]21。正是由于大

概念的第二层含义，有的研究也将英文原词“big ideas”

或“big concepts”译作“大观念”。在本研究中，“大

概念”与“大观念”同义。 

总的来说，大概念的力量在于它们具有广泛的适

用性，它使人们能够理解表面上无关的现象是怎样联

系在一起的[9]。它们可被作为未来学习的基础，不断将

更多内容囊括进来，并且学生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

深对大概念的理解[7]32。在学科教育中，大概念不仅有

助于学生掌握知识，还能使学生按学科的逻辑分析问

题，进而使学生“学会怎样去学习”。这正体现了教育

着眼于未来发展的应然价值取向，因为学生在校期间

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是有限的，并且还可能是过时的，

但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学习，学生所形成的大概念具有

更为深远的意义[10]。泰勒[11]也曾指出课程要素不是那

些事实性的知识、习惯或其他过于具体化的内容，而

是那些具有长远意义的东西。也许，他笔下“课程要

素”正是“大概念”之意。当把目光聚焦到体育教育

领域，便会发现其实已有一些研究与大概念理念相契

合，或是曾涉及过体育学科中的大概念，但通常未做

系统论述。本研究列举体育学科中曾出现过的一些大

概念，读者可据此类推。 

 

2  体育学科大概念举隅 
2.1  项群 

 根据某些本质属性的异同，可将运动项目划分为

不同的项群。田麦久等创立项群理论时，原本是为竞

赛训练服务的，后来也有学者将其应用到学校体育教

育中。例如，研究者分别探究学习不同项群对体质健

康或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学生自主学

习不同项群时，其体质健康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的变化

都存在显著性差异[12-13]。因而指出，应针对不同项群

的特点，灵活使用自主教学法。由此可见，项群理论

有助于优化运动项目的教学。虽然田麦久的项群理论

中并未提及“大概念”，然而其思想跟大概念理念是契

合的。由于运动项目间存在共同要素，因而教学应使

学生认识到这些要素的存在，并能够对项目间的异同

进行归纳概括，这将有助于学生对运动项目的学习。 

2.2  超越器械 

超越器械是运动技术方面一项基本原理，基于布

鲁纳的观点来看，它也是体育教学中典型的大概念。

李笋南等[14]论述了超越器械的重要性，认为学生在学

习铅球时所掌握的这项技术动作可以迁移到其他许多

项目中，如篮球(单手肩上传球)、网球(发球)、羽毛球

(高远球)等。并指出应当进行合理的教学设计，利用

学习的正向迁移作用，为学生掌握新技术创造更好的

条件。因而，这种在许多运动项目中通用的运动技术

原理也可以作为运动技能领域的一个大概念。不难想

象，学生对这一技术动作原理的理解和应用将会有效

促进运动技能的学习。 

2.3  限制进攻区域 

威金斯等[8]42 曾提及过体育学科的大概念，他以同

场对抗类项目为例，指出“限制进攻区域”就是这类

运动中的一个大概念。当学生领悟到这一观念时，能

够将其应用到任何一个同场对抗类项目的防守情景

中，而不是仅仅只知道老师所教的某种情况下应该防

守的位置。这一观念与项群理论或超越器械类似，实

则也是对项目间共同要素的强调，只是它所强调的不

是运动技术方面的基本原理，而是同场对抗类项目战

术方面的一项基本原则。 

2.4  “技能主题”中的大概念 

谈及大概念在体育教育实践中的应用，“技能主

题”可提供参考。在技能主题取向课程模式中，教学

围绕技能主题展开，它不限制孩子具体要掌握哪些运

动项目，而是教给他们一些基本、可迁移性强的运动

技能[15]。这个“技能主题”的地位与价值，也就类似

于我们所讲的“大概念”。美国加州的体育课程标准也

是围绕基本技能编制的，它关注运动模式(movement 

pattern)的形成[16]。例如，要求学生能够使用正确的起

跳和落地姿势跳得更高或更远，强调“跳”的运动模

式，它可以迁移到多个运动项目中。加州课标围绕动

作技能与动作概念，搭建起了几乎适用于所有运动项

目的一个框架。而这些基本的动作技能和动作概念相

比于具体的动作技能或运动项目要更上位、更具迁移

价值，与大概念理念相契合。 

可见，体育学科中并非没有大概念，而是缺少对

大概念的关注。当理解了何为大概念或大观念，可以

从体育学科的不同知识类型中发现、概括、提炼出更

多大概念或大观念。那么，概括、提炼这些大概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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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念用来做什么？它们对于课程与教学而言有怎样

的意义呢？这也是本研究期望推动体育教育研究与课

程教学实践积极引入大概念的原因。 

 

3  体育学科大概念的意义 
3.1  依托大概念，搭建学科知识结构 

“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

科的基本结构”[7]31。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依靠基

本概念将原本看似不相关的知识联系起来。结构化教

学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布鲁纳等兴起的学科结构

运动，即运用基本概念(同“大概念”)对零碎的知识

进行整合，搭建紧密学科知识体系。可以这样说，如

果不讨论社会建构主义中“知识是由人创造”这一观

点，那么这种学科结构应当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而是由知识的内在本质决定。 

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课标虽提出要“以学科

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引导学生用结构

化的知识和技能解决实践问题”，但却没有指明本学科

的大概念是什么或者学科知识结构是什么，在实践中

也欠缺对它们的关注。并且，也许大多数体育教育工

作者就没有理解或者是误解了学科结构的含义。体育

学科知识的结构化，不仅仅是简单地理解为将动作技

能串联起来变成一个序列，也不是仅限于某个运动项

目的完整体验；它更应当是提炼出本学科知识和技能

的内在联系，进而用更高一层次的概念或观念统领这

些知识与技能，从而形成立体的学科结构，正如前文

“项群”“超越器械”等。 

如果说体育教育应当有“先见森林、后见树木”

的整体观，那么从关注单一知识技能到单个运动项目，

只是从树叶到树木，并未看到森林。透过这样的体育

课程与教学，学生认识到的体育运动只是一个个孤立

的项目，而不是一个有机整体。体育学科要想构建起

自己的学科结构，应当选择以大概念理念为指导进行

学科建设。 

3.2  围绕大概念，设计学习进程 

课程内容的衔接问题一直是体育教育领域的一大

难题。课标虽指出要关注各项目第一个模块与义务教

育阶段衔接，各模块之间衔接递进、螺旋上升，但实

际上却回避甚至放弃了内容逻辑，无奈地转向了目标

和评价的逻辑。大中小学体育课程的衔接问题仍然存

在，某些运动技能从小学到大学的现状损害了课程的

科学性[17]。课程内容衔接无法解决的主要原因在于我

们难以回答：何时可以让学生学习哪些运动技能？在

何时应当让学生达到什么样的技能水平？ 

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如何看待“体育课程的内

容衔接”。过去将知识和技能看作是衔接的纽带，始终

无法解决课程的断裂问题。但如果以大概念为线索，

衔接的一贯制体育课程便可能成为现实，即围绕大概

念设计学习进程——它与“螺旋式课程”的理念是一

致的[18]。大概念会在学习的不同阶段重复出现，而学

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深了对大概念的理解，因此运

动项目或动作技能的重复出现便具有科学性——这就

好比初中和高中物理都要学习“力与运动”一样。 

我们也无需担心大概念超出学生当前的认知水

平，任何学科都能按某种正确的形式教给任何年龄的

儿童[7]49-66。以“超越器械”为例，我们不大可能让 6

岁的儿童理解功与能量转化，但可以让学习者体验不

同的投掷方式，使其认识到“对物体‘用力’的距离

与物体投掷出去的距离存在联系”。在今后的学习中再

学习“超越器械”的原理及其迁移应用等。由于在整

个体育课程中，“超越器械”这一大概念会重复出现，

因而作为其载体的教学内容也重复出现。当然，它既

可以是掷沙包、铅球，也可以是篮球的长传、武术的

云棍或其他项目。 

3.3  指向大概念，超越学科知识 

以形成大概念为目标的体育课程与教学，首先应

当认清一个问题：运动项目是体育学科的教学材料，

“掌握某个运动项目”也可以作为教学的目标。然而

体育教学往往只关注后者，而没有去探讨作为教学材

料的运动项目有何意义。用语文学科作类比：语文课

程的目标不是背诵一篇篇课文(教学材料)，那只是语

文学习的任务，它更重要的是学生通过学习这些内容

所建构起的学科结构(大概念)，例如“用文字表达美

的感受”[2]。由于学科知识会随社会发展而逐渐更替，

学生当前所学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在以后可能是无用

的[19]。在体育教育领域，教学提供给学生的运动项目

的确可能为学生的终身体育提供直接支撑。然而通过

学校体育课程的学习，学生也许未能掌握一项愿意终

身参与的运动。学生选择某项运动可能只是为了获得

学分，并且也许到毕业也未能培养出对这些项目的兴

趣；或者虽然学生掌握了某项运动，但在未来的生活

中，由于一些不可抗力(例如受伤、时间、场地等的限

制)也可能导致其无法继续参与这项运动。这两种情况

都可以被看作：教学所提供的知识与技能被淘汰。 

然而，教学内容虽会过时，但通过学习这些内容，

学生自我建构起的大概念却具有长远意义。学生将不

再惧怕一种新的困难处境，因为他们清楚，眼前这项

运动的许多要领与过去所学的项目是相通的，或者一

项看似复杂的减脂计划不过是能量守恒的一种运用方

式罢了。教学应使学生不断加深对大概念的理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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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逐步认识学科本质，这样才是着眼于学生未来发展

的长效教学[10]。因此选择的教学内容应当有助于帮助

学生建立起体育学科的大概念，使学生学会学习，而

不是固定于某个运动项目或某项运动技能。 

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任何一所学

校都无法开设所有运动项目。而体育学科的大概念教

学正好具有这样的优势：它不需要将纷杂繁多的运动

项目都纳入到教学内容中，因为运用一些常见、大众

化的运动项目即可帮助学生建立起大概念。而其他运

动项目，即使学校未能提供给学生学习资源，但在未

来生活中，当学生学习一项运动时，大概念的价值便

会体现出来——通过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材料帮助

学生形成大概念，进而对学生未来发展产生深远意义。 

3.4  理解大概念，培养学科核心素养 

在教育中怎样强调概念理解的重要性都不过

分 [5]143-151。然而体育教育却对知识和技能本身关注过

多，忽视学生对它们的理解。如果某人自称掌握了一

个概念，那么他必须通过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20]。这

种“行为”必定不能是机械学练，具体而言，如果学

生只是学会了推铅球，并不能说明他理解“超越器械”

这个大概念。 

真正的理解包含着某种迁移：利用大概念超越已

知的信息[8]46。在杜威[5]143-151 笔下，“概念”的意义也接

近“大概念”，他强调“概念的通用价值”，即在“各

种不同情况下都可以应用”。可见，掌握大概念对于学

生迁移能力的提升非常重要，即它可以帮助学生更有

效解决未来学习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与“素养”

的英文原词“competence”的含义十分契合。大概念

与核心素养存在密切联系，对大概念的理解和运用直

接体现了学生的核心素养[2]。大概念引领下的体育教

学，能够为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获得提供支撑。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大概念当作知识点灌输给

学生，而是要让学生在自我探索和反思过程中形成大

概念。严格来讲，大概念不能直接教授，而是需要学

生自己领悟，或称“可学不可教”。我们需要的教学方

法应该是能够让学生自己构建他们对概念的理解[6]13。

实际上，学生在学习某个新知识时，跟人类 初探索

这个知识的情况是一样的。学生并不是掌握学科知识

就具备学科素养，而是在探索与发现知识的过程中培

养出学科专家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形成学科核心素养。 

 

4  体育学科的大概念教学初探 
4.1  确定体育学科的大概念 

许多学者都曾尝试将大概念理念融入到学科教育

中，为此首先应当确立好学科大概念。Anthony 等[21]

对 1974—2008 年的 103 篇天文学的期刊文章进行统计

分析，发现其中超过 80%的研究涉及地球、引力、昼

夜循环、季节、地-日-月系统这 5 个概念，因此研究

人员将以上概念选为大概念并构建了天文学的概念框

架。但这里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地-日-月系统也许

应该归为教学内容，而它可以用于解释季节和昼夜循

环这两个概念。由此可见，仅凭重复出现的次数选定

大概念的做法不够合理。Michael 等[22]通过对教师进行

调查，整理出了生理学的 5 个大概念， 终筛选出的

大概念与 Anthony 等的研究存在类似的问题，但过程

中所使用的调查法值得借鉴。普渡大学的学者给出了

纳米科学与工程的 9 个大概念，并将这些大概念细化

为具体的目标。这些目标已足够细化并可直接用于指

导课程内容的选择。例如，在“大小和范围”这一大

概念下，细化出 5 个具体的目标，包括“学生应明白，

描述一个物体的大小需要将其与参照物进行比较”等[23]。

这样包含大概念及其分解目标的目标体系为教学设计

提供了指引。邵朝友等[2]提到追问、配对、归纳等方式，

另外还指出可根据素养或内容标准确定大概念。这些

筛选大概念的方法具有借鉴意义，正如前文所述，一

些研究仅按照“高频概念”或“问卷调研”等方法确

定大概念，可能会存在许多问题，因而在建立一个理

想的学科大概念框架时应综合考虑多种方法。 

由于受条件限制，本研究并不试图构建一个完备

的体育学科大概念框架，而是从学科核心素养的角度

出发，拟定一个主要指向“运动能力”的大概念：运

动项目存在共性与个性。 

4.2  分析大概念的层级结构 

哈伦[6]19 认为：根据概念的适用范围可以划分概念

的大小，而大概念通常会包含一些较小的大概念。为

了避免忽视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他们建议 好不要

采用孤立的表格来表示这些概念。因此本研究用树状

图的形式来展现大概念之间的层级关系(见图 1)。 

教学应帮助学生建立起这一观念：不同运动项目

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些区别和联系可表现在各

个方面，包括技战术、体能、安全注意事项、场地规

则、文化背景等。因而，可以把“ 上位的大概念”

细分为一些“较大的大概念”。后者可具体描述为：不

同运动项目的技战术具有共性；不同运动项目或动作

技能对体能要求存在异同；不同运动中的安全注意事

项存在异同等。这些“较大的大概念”又包含着一些

“较小的大概念”。例如“超越器械”“旋转爆发力”

“限制进攻区域”等都是运动项目技战术方面可能存

在的联系。再以安全注意事项为例，不同项目伸展运

动 佳的拉伸方式有所不同[24]，不同运动需要着重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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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部位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教学应当使学生认识

到需根据项目的特点进行准备活动。又或者在排球教

学中，不应仅把“前扑”或“滚翻”作为教学目标，

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认识到在摔倒时如何进行自我保

护，进而迁移到其他情景中。 

 

 
 

图 1  大概念及其分解示例 

 

通过分解大概念，得到一些“较小的大概念”，这

些概念可用于确定学习目标，并能够链接到具体的学

习内容。而为帮助学生形成大概念，需要选择具体的

知识和技能作为教学内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

知识和技能几乎都是可替代。例如，在学习“超越器

械”时，并不一定要将铅球作为教学内容，实心球、

标枪、篮球的长传、武术的云棍等也可以。 

4.3  围绕大概念的教学单元设计 

威金斯[8]18 指出，“为理解而教”应当采取逆向设

计的方法，它包括确定预期结果、确定合适的评估依

据、设计学习体验和教学这 3 个步骤。邵朝友等[2]依照

逆向设计的方法给出了教学方案设计的 5 个步骤，首

先是选择核心素养等既有目标，进而从中确定大概念，

然后是大概念的目标分析，随后是设计评价方案，

后围绕主要问题设计学习活动。后者主要是将威金斯

提出的“确定预期结果”细化为 3 个步骤。 

本研究遵循逆向设计的原则，参考邵朝友等研究，

以“超越器械”为例，尝试设计一个面向初二年级学

生的教学单元样例。 

1)确定预期结果。 

首先是依据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确定一个指向某

一核心素养的大概念。本研究拟选取指向“运动能力”

的一个大概念：运动项目存在共性与个性。并进一步

划分出这一大概念下的概念层级结构，在其中选取一

个较小大概念作为一个单元的教学目标，这里以“超

越器械”为例(见图 1)。要理解“超越器械”，学生需

达成以下目标：在自己熟悉的运动项目中展示体现“超

越器械”的动作技能；解释“超越器械”的技术原理，

识别它在不同运动中的应用和变式；在新情景下使用

“超越器械”。 

2)确定评估依据。 

应当认识到，对学习内容的简单重复不足以证明

学生理解大概念，可根据威金斯提出的理解六侧面对

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本研究给出的“超越器械”

单元教学评价方案主要侧重“解释”和“应用”两方

面(见表 1)。 

 

 

表 1  “超越器械”单元教学评价方案 

评分规则 
大概念 表现性任务 

优秀 良好 还需努力 

展示体现“超越器

械”的动作技能 

动作规范、标准，充分

呈现该动作“超越器

械”的特征 

动作规范性尚可，但

“超越器械”的特征

不够明显 

动作规范性欠缺，

不能体现“超越器

械”特征 

解释“超越器械”，

识别它在不同运动

中的应用或变式 

能够独立举出“超越器

械”的例子并解释其原

理；在不同的运动中能

够准确地识别出来 

能够解释“超越器械”

的原理，但识别不够

准确 

不太能理解“超越

器械”，只知道所学

动作技能使用“超

越器械” 

超越器械 

在 新 情 景 下 使 用

“超越器械” 

在新学习动作技能时，

能够自主地应用“超越

器械”原理 

新学习动作技能时，

在获得提示后能够应

用“超越器械”原理 

缺乏使用“超越器

械”的意识，过于

依赖老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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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依照“螺旋式课程”的理念，

评价标准应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制定。因而当要求较低

年级的学生解释超越器械时，只需要说明动作的幅度

和器械速度间的相关关系即可，而到了高中，则可要

求他们结合做功、能量等知识加以解释。 

3)教学活动设计。 

这一单元的教学活动，可以先通过田径的投掷类

项目使学生初步接触“超越器械”这一概念，再将其

迁移到一些非田径项目但涉及“投掷”的运动中，

后再延伸到一些涉及击打的运动中。 

为帮助学生实现大概念的建构，可以用基本问题

引发学生的思考，进而导向对大概念的理解[8]119-141。以

本单元为例，教师不能只是告诉学生“超越器械”的

含义再让他们复述出来。而是应当设计教学活动，以

基本问题启发学生的思考，帮助他们对所学的知识与

技能进行整合概括并建构起大概念， 后通过表现性

评价分析学生是否真的理解这个大概念。教学活动设

计具体可参考表 2。 

 

表 2  “超越器械”单元的教学活动设计 

主题 基本问题 教学活动 
田径投掷类项目中
的超越器械(2 课时) 

1)在田径投掷类项目中，怎样把器械扔得
更远 

田径投掷类项目的复习(例如铅球、实心球等)

其 他 项 目 中 的 “ 投
掷”(2 课时) 

2)在其他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什么时候需
要用到“投掷”技术呢 

学习田径运动以外的投掷(例如篮球肩上投
篮、足球掷界外球、飞盘) 

“投掷”与“击打” 
(4 课时) 

3)如果并非直接用手，而是利用器械将物
体“投掷”(击打)出去，可以如何运用超越器
械呢 
4)什么时候我们还可以把自身的一部分看
作是这个器械 

学习持器械击打物体的动作(例如网球正手击
球、羽毛球杀球等) 
学习以人体作为器械的击打动作(如排球扣
球、拳击中的后手直拳、武术的后扫腿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单元教学活动设计是针对初

二年级学生的一个样例，在这一阶段学生普遍已经学

习过田径投掷类项目，因此这部分内容只需花少量时

间复习即可。该样例也可供小学段或者是初高中没有

学习过投掷类项目的班级使用，但需要根据学生情况

调整或增加课时。或者还可以将本单元按主题进行拆

分后，让学生在不同的年级进行学习。 

 

5  总结与展望 
大概念是人们对一类事实之间相关关系或特性的

抽象概括，或者是某一领域的基本观念、原理或模式，

是理解与运用知识的链接。学科大概念体现学科专家

的思维及处理问题的方式，对学科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围绕学科大概念或大观念设计课程与教学的建议

由来已久。 

体育学科的大概念教学，应当首先提炼出本学科

的大概念，用这些更上位的概念来统领学科基础知识

与技能，构建起体育学科的知识结构，使体育学科更

成体系、更具科学性。围绕大概念开展的体育教学，

可以更合理地设计教学进程，运用“螺旋式课程”设

计以体现体育课程的内容逻辑，而不囿于“某些运动

项目或动作技能应当何时教授”的问题。大概念教学

的理念还有助于厘清体育学科学习材料与学习目标的

区别，使学习结果超越基础知识与技能，帮助学生建

立起对体育学科的总体认识。学生在自我建构大概念

时所经历的探索与发现的过程，将有助于他们养成学

科专家的思维与行事方式，提升他们解决本学科相关

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本研究例举了体育学科中指向“运动能力”的大

概念：运动项目具有共性与个性。为便于读者理解和

实践，研究分析了这一大概念下的层级结构，并以“超

越器械”这一较小的大概念为例，设计了一个面向初

二年级学生的单元教学样例。在实践中还可以将该样

例适当调整后，提供给其他年级的学生。 

确定一门学科的大概念框架并围绕大概念进行课

程设计是一项复杂艰巨但又十分具有价值的任务，需

要一线教师及其他教育研究者的通力合作，某些教学

单元可能还需要多名体育教师合作完成。本研究只是

初步探讨了体育学科中的大概念教学，期望能引起大

家的共鸣。未来应当组建研究团队进行更加深入细致

的研究，建构体育学科的大概念框架，真正将大概念

教学的理念应用到体育课程与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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