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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调研，梳理分析了英国、美国、俄罗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共性

经验，认为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可以从4个方面进行借鉴。1）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价值导向上，要完成从工具主义向人本主义的理念转变，不仅重视竞技体育“为国争

光”的国家认同功能，还应重视其在丰富民众休闲文化生活、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健全青少年

意志品格上的多元功能。同时，协调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既要重视精英运动员的培养，又

要重视广大青少年体育参与率及其运动技能水平的提高。2）构建政府相关部门、体育社会

组织、职业体育俱乐部和家庭多元主体参与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明确学校培养

机制在中国未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中的主体性地位。3）注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阶段化与贯通化，打破青少年体育参与和高水平运动员培养之间的壁垒。4）加强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文化教育，推动体育运动学校与优质中小学共建、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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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lite sports reserve talents’ training system of UK, USA and Russia, it

find that Chinese elite sports reserve talents’ training system could get four aspects of the experi‐

ence. 1) Complet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strumentalism to humanism in the value orienta‐

tion of elite sports reserve talents’ training system and not only attach importance to national

identity function of elite sports,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its multiple functions in enriching peo‐

ple’s leisure and cultural life,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ng young people’s

will and character. At the same time,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rization and

improvemen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elite athletes, and also to the improvement of

participation rate of youth sports and their sports skills. 2) Buil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lite

sports reserve talents’ training system with participation of government, sports social organiza‐

tions, professional sports clubs and families, and clarify the status of school training mechanism

as the main body in the future. 3) Paying attention to stage and penetr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elite sports reserve talents and break barriers between youth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athletes. 4)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ultural education of elite sports re‐

serve talents, and promoting the coconstruction and joint operation of sports schools and high-

qualit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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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优、数量足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资源，是一个国家竞技体育长盛不衰的根本。

得益于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全方位保障，中国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取得了辉煌

成就。在此背景下，探索构建更加多元、高效且契合国家整体改革布局的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体系，是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亟须解决的问题。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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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法》也从“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加强体育运

动学校和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建设”“鼓励学校组建运动

队、俱乐部等体育训练组织”“依法保障运动员接受文化

教育的权利”等方面，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更加协同、普

及与提高更加充分结合、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更加协调

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系进行了立法保障。在完善中国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上，除立足基本国情之外，中

国还应借鉴其他竞技体育强国的后备人才培养经验。其

中，英国、美国、俄罗斯在 2008—2021 年举办的 4 届夏季

奥运会中，所获金牌总数均居参赛国的前 5 位，是世界公

认的竞技体育强国。3 个国家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各有特点，又有一些共性经验。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调

研对其共性经验进行梳理，总结中国培养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可借鉴的经验。

1 英、美、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共性经验

1.1 强调人本主义价值导向

英国将人本主义理念视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

价值导向，强调竞技体育应服务于人的全面成长，竞技体

育良性发展也应建立在群众体育（尤其是青少年体育）的

广泛开展上。所以，英国在中小学阶段就强调对学生基

本运动技能的培养，为学生运动员的早期运动技能训练

打下良好基础。《英国国家课程标准》将体育课程目标确

定为：确保所有学生能发展多种身体活动能力，坚持体育

锻炼，参与竞技运动和比赛，并以此为手段，形成健康、积

极的生活方式等（UK-Department for Education，2015）。

英国还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建立科学合理的奖学金和入学

选拔制度，使学生运动员能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强调人本主义理念价值导向的另一表现是英国高度重视

青少年体育发展战略的制定。在申办 2012年伦敦奥运会

前，英国奥组委就承诺将通过主办奥运会激励一代人参

与体育的热情，并制定一系列深入、持久的群众体育政

策，使青少年体育变得更具活力（UK-Sport，2005）。在获

得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举办权后，英国除了颁布《2012使命

计划》等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计划外，还颁布了《超越

2012——面向全体的卓越体育教育》等旨在促进青少年

体育发展的战略。

深受英国教育思想影响的美国，也将体育视为教育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K-12国家体育课程标准》对

体育课程目标进行了明确定位：具有展示多种动作技术

和运动模式的能力；懂得应用和运动相关的概念、原理、

战术和策略；通过所学知识和技能提高体育参与水平和

体质健康水平；表现出对自己以及社会行为的责任感；认

识到体育活动带来的健康、快乐、挑战、自我表现和社会

交往的价值（Shape America，2013）。美国通过“综合学校

体力活动计划”、综合学校健康教育以及“总统青少年体

能计划”等项目，提升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意识，增进运动

技能以及体能素养（Miller et al.，2014）。《业余体育法》的

颁布赋予美国奥委会以及各单项体育协会在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的相关权能（The United States Olympic Com‐

mittee，2020）。在对《业余体育法》修订中，强化了美国奥

委会在保障残疾人运动员、少数民族运动员公平参与奥

林匹克运动的相关权能（Wong，2010）。美国还通过减免

运动员所获奖牌的收入所得税、划拨土地建设高水平训

练基地等举措，介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Ronald，

2007）。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颁布的“健康公民”（Healthy

People）系列计划，均有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的举措。

相较于人本主义理念始终贯穿英国、美国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俄罗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在价

值取向上经历了从工具主义理念向人本主义理念转变的

过程。二战后，苏联为快速实现工业化，赶超西方发达国

家，逐渐将竞技体育视为调动人民生产热情、凝聚国家认

同感的途径。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竞技体育成为苏联彰

显国力、对抗美国的“软渠道”。在此背景下，工具主义理

念逐渐成为苏联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导性价值取

向。具体表现：1）制定奥运会规划，根据夺取奥运会奖牌

的可能性对运动项目进行区分性投入；2）大规模建设各

类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奥林匹克后备力量学校以及高

水平运动技术学校，过早地对青少年进行专业训练；3）对

地方体育管理部门的考核以竞赛成绩为主，忽视运动员

的文化教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叶利钦

在俄罗斯体育发展上采取了向西方看齐的策略，虽然淡

化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但由

于改革过快，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较为混乱。普

京继任总统后，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价值取向上明

确转向人本主义理念。1999年，《俄罗斯联邦体育文化和

运动法》的颁布确定了俄罗斯体育发展战略重心从竞技

体育向群众体育（尤其是青少年体育）的转移。同年，俄

罗斯专门召开青少年体育发展会议，强调要恢复和创新

青少年体育体系。随后，俄罗斯制定了《俄罗斯联邦2006—

2015年体育运动发展》《俄罗斯联邦 2016—2020年体育发

展计划》等涵盖青少年体育开展的重要文件。

人本主义理念贯穿英国和美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的始终，这与两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及人本主义文化底

蕴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展开全方位

竞争及苏联集权型政治体制影响，苏联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的价值取向选择以工具主义理念为主导；苏联解

体后，俄罗斯在政治体制上完成了从集权型向民主型的

转变，在经济体制上完成了从计划型向市场型的转变，在

文化与教育走向上也整体向西方看齐，受此影响，其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也逐渐从工具主义理念主

导转向人本主义理念主导。总体上，人本主义理念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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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个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导性价值取向。

1.2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培养机制

除了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价值导向上坚持人本

主义的理念外，英国还着力构建了以学校为中心，强调政

府相关部门、体育社会组织、职业体育俱乐部以及家庭等

多元主体参与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英国文

化、媒体和体育部并不直接参与竞技体育的具体事务管

理，而是由英国体育理事会和英国奥委会执行管理工作。

在英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学校处于中心地位，英

国体育理事会、英国奥委会以及各单项体育协会通过实

施多层次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支持计划为学校培养优秀

运动员提供经费与技术保障。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支持

计划中，合作伙伴包括教练员、教师、家长、学校体育协调

员、青少年体育信托机构、郡县合作伙伴、国家运动训练

中心网等（Kay，2013）。 2007—2011 年，英国共实施了

20个国家级运动员选材与培养计划，发掘出 170多名有潜

力的世界奖牌运动员，获得 54 枚国际比赛的奖牌（UK-

Sport，2020）。英国体育理事会在财政资金下拨上并非均

衡分配，而是根据不同运动项目在奥运会等重大赛事中

的夺金潜力以及竞赛成绩有区别地下拨（Budgett et al.，

2015）。英国各单项体育协会还与地方合作伙伴依托社

区中心体育俱乐部，在学校创建卫星体育俱乐部，保障青

少年在课外能够进行体育锻炼与运动训练。职业体育俱

乐部在英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也发挥着重要作

用。以曼彻斯特联足球俱乐部为例，其制定了一项“以足

球改变青少年生活”的计划，旨在借助俱乐部的品牌与资

源吸引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并为有潜力的青少年提供

技战术指导（柳鸣毅 等，2016）。此外，英国通过多种形式

鼓励家庭支持孩子从事竞技体育运动，如网球运动员安

迪·穆雷就是以家庭培养为主取得成功的案例。

美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也以学校为中心，构建

了从中小学竞技体育到大学竞技体育，再到大学顶级体

育联盟以及职业体育联盟的金字塔型体系（彭国强 等，

2017）。在美国竞技后备体育人才培养中，体育社会组织

起着主导性作用，并形成从美国奥委会到各单项体育协

会，再到高中协会联盟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纵向管理

层级。以全美高中协会联盟为例，其拥有 50个州联盟，加

盟的会员学校超过 19 500 所，强调通过校际间的体育活

动促进学生健康发展，并通过制定各运动项目手册、加强

与美国教练员协会合作等途径，为高中生提供运动技能

的提升服务（NFHS，2017）。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有 1

117 所加盟会员学校、19 750 支大学生代表队（NCAA，

2020）。与全美高中协会联盟相比，其更强调对卓越学生

运动员的培养，联盟比赛的竞技性更强。以美国大学生

体育联合会下属的帕克十二联盟为例，其共培养出 300多

名NBA球员，学生运动员和校友共获得 1 100多枚奥运奖

牌（杜放，2018）。此外，美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强劲态势也

为大学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拓宽了学生运动

员的就业渠道。相较于英国，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上，美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20世纪 90年代初，俄罗斯体育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

把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管理权下放给俄罗斯奥委会。然

而，受制于俄罗斯整体经济低迷以及社会治理的失范，俄

罗斯奥委会在竞技体育发展中并未展现出良好的管理效

能，这也促使俄罗斯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收回竞技体

育的管理权。俄罗斯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仍带有较强的

苏联痕迹，属于政府主导型的管理体制。因此，俄罗斯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主要靠苏联时期成立的青少年体育

运动学校、奥林匹克后备力量学校和高水平运动技术学

校来完成，这些学校的运行经费大部分来自政府财政拨

款。1997—2004 年，俄罗斯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和奥林匹

克后备力量学校的数量由 3 753所增长至 4 418 所，在校人

数由 201.8 万人增长至 316.5 万人（马忠利，2018）。俄罗

斯政治体制的整体西化也给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

制带来了一些与苏联不同的变革，典型表现是体育俱乐

部已成为俄罗斯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中的重要一环。

2008年，俄罗斯的青少年体育培养机构有 5 062所，其中，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有 334 个，参加体育俱乐部的人数为

21.5 万人（田慧 等，2017）。此外，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

苏，职业体育发展也有了长足进步。以足球为例，俄罗斯

足球协会自 2006 年以来制定了《送给孩子们足球场地》

《俄罗斯足球发展 2006—2016 年战略规划》等，重视儿童

青少年足球发展，兴办专业足球学校，要求职业俱乐部建

立青少年梯队等（马忠利 等，2014）。职业体育俱乐部在

俄罗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总体上，在俄罗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各类

体育运动学校仍处于中心地位，政府相关部门发挥着主

导作用，但也日益重视体育社会组织、职业体育俱乐部和

家庭等多元主体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着力构建多元化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是英

国、美国、俄罗斯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的共同趋

势，但 3个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英国和美国的差异主要

体现在政府相关部门介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程度

不同。相较于美国，英国政府相关部门介入的程度更深，

这与其竞技体育管理体制高度相关。俄罗斯与英国、美

国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依托学校的性质不同，英国、美国主

要依托普通学校来完成，俄罗斯主要依托各类体育运动

学校来完成。此外，俄罗斯政府相关部门介入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的程度高于英国和美国。需要指出的是，

俄罗斯不断拓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日益重视

体育社会组织、职业体育俱乐部和家庭在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上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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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注重培养的阶段划分与衔接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具有基础性、长期性、高淘

汰率的特点。基于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特点的认

识，英国建立了“长期运动员发展模式”，将运动员培养划

分为 4 个主要阶段：1）以乐趣为基础的阶段（6～10 岁），

强调基本运动技能以及体能素养的培养，不限定专项，以

非比赛性质的体育活动为主；2）为训练而训练的阶段（10～

13 岁女性以及 10～14 岁男性），强调专项运动技能的培

养，训练与比赛的比例约保持在 3∶1；3）为比赛而训练的

阶段（13～17 岁女性以及 14～18 岁男性），强调专项运动

技能的进一步提升以及战术素养的培养，训练与比赛的

比例约保持在 1∶1；4）为获胜而训练的阶段（17 岁以上女

性以及 18岁以上男性），强调体能、运动技能、战术素养以

及心理调节能力的全面提升，训练与比赛的比例约保持

在 1∶3（UK-DCMS，2002）。该模式打通了青少年体育参

与和高水平运动员培养之间的壁垒，不仅推动了学校体

育活动的开展，也厚植了竞技体育的人才基础。

在借鉴英国“长期运动员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美国推

出了“运动员重建计划”，旨在打造美国的运动员发展模

式。该模式将运动员培养分为 5 个主要阶段：1）探索、学

习和玩耍阶段（0～12岁），强调基本运动规则和技巧的学

习，参加多项运动，加速运动技能发展，不提倡参加竞技比

赛，即使参加也不能超过地区层面；2）成长与挑战阶段（10～

16 岁），强调基本运动规则和技巧的进一步学习，参加多

项运动，持续提高运动技能和体能，参加地区层面的比赛；

3）训练和比赛阶段（13～19 岁），开始强调专注于特定运

动项目，参加多项运动进行跨界发展，参加更有挑战性的

竞争运动，使运动能力达到地方级、区域级或国家级水平；

4）达到高水平阶段（15岁以上），强调参加长期、有效的专

项运动训练，最大限度地发展竞技能力；5）体验成功并保

持终身活跃阶段，致力于参加竞技比赛并在成功中获得快

乐，参加跨学科式的培养，为未来发展奠基（任海，2021）。

与英国运动员发展模式相比，美国提前了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的初始干预年龄，并将培养目标指向终身活跃及未

来发展。此外，美国还提出了参加多项运动进行跨界发展

的举措，明确了不同阶段人群参加的比赛性质。

由于体育管理体制上的差异，与英国、美国在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上注重打通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的

壁垒不同，俄罗斯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仍以各种

层次和类型的体育运动学校为主。为了规范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过程，俄罗斯制定了《运动员培养联邦标准》，

主要包括运动训练大纲的结构与内容，各阶段实施运动

训练的要求以及相应的监督与保障措施等（姚颂平，

2015）。此外，还制定了《俄罗斯联邦组织运动员培养方

法指导》，将运动员培养划分为 5个训练阶段，即运动与健

康阶段、初期训练阶段、专项化训练阶段、完善运动技能

阶段和最高运动技能阶段。其中，初级体育运动学校主

要承担运动与健康阶段、初期训练阶段、专项化训练阶段

的培养任务，高级体育运动学校主要承担完善运动技能

阶段和最高运动技能阶段的培养任务。同时，对不同阶

段运动训练计划的制订以及运动训练过程中的身体负

荷、组织形式、竞赛活动等提出明确要求，并对教练员带

训的运动员人数进行规定。《运动员培养联邦标准》《俄罗

斯联邦组织运动员培养方法指导》的实施，对于明确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责任分工、统一要求、规范流程具有

重要的指导价值。

英国、美国、俄罗斯均注重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的阶段划分，明确各阶段的培养重点，强调各阶段培养目

标与任务的衔接，进而形成一体化的教学、训练与竞赛体

系。由于体育管理体制不同，英国、美国的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更注重打破青少年体育参与和高水平运动员培

养之间的壁垒，促进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融合发展，而

且强调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年龄段前移，使其在儿

童时期就了解体育运动，进行基本运动技能与体能的学

练。美国还将培养目标指向终身活跃及未来发展，将参

与体育运动作为全生命周期的活力生活方式。俄罗斯在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虽然进行了阶段划分，并对不

同阶段的培养任务、训练计划、组织方式、身体负荷、竞赛

活动进行明确，但更多地局限于体育运动学校的学生，并

未将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充分地融合起来。

1.4 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文化教育

英国除了重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运动技能水平的提

高外，还注重保障其文化教育。比如，运用法律规定 5～

16 岁的青少年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卢文云 等，2013）。英

国体育理事会在体育治理原则中也明确指出，保障学生

运动员能够接受高质量的文化教育，为其将来更好地发

展打下基础（UK-Sport，2021）。为了使有运动天赋的青少

年接受更系统的训练，英国建立了约 400所体育中学。体

育中学的管理由教育相关部门负责，地方教育相关部门

会定期调研与考核体育中学学生的文化教育情况。考虑

到部分学生运动员可能会因训练比赛而与学习时间发生

冲突，学校通常对其设置弹性学制，但不会因为其运动成

绩突出就降低文化教育的课时与考试要求。对于职业体

育体系内的专门性学校，职业体育联盟同样要求这些学

校为学生运动员提供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比如，英国西

布罗姆维奇足球俱乐部分别针对 9～14 岁、15～18 岁学

生运动员的文化学习要求及形式进行了规定，保障其能够

协调好学习与训练的安排（唐丽 等，2014）。中学毕业后，

学生运动员必须参加全国统一的考试，成绩达到规定要求

后才能顺利进入大学学习。进入大学后，学生运动员必须

完成文化课程学习，达到学业要求后才能取得相应的学位

证书。英国还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实施了针对运动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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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和教育计划”，后又在此基础上启动“高成就的生活

方式规划”，主要原则是：在重大赛事期间运动员以备战训

练为主，赛事结束后的 1～2年内以工作或学习为主，然后

逐渐加大训练量（蒋志学 等，2005）。

美国同样重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文化教育。比

如，全美高中协会联盟要求每个成员学校着力创设一个

适合学生运动员全面发展的环境，而不应将学生运动员

视为获得荣誉的工具。同时，还强调避免举办过多的比

赛，以保障学生运动员有时间接受文化教育，要求学生运

动员不得与职业或业余联赛俱乐部签订合同，即使签订，

在其高中毕业之前也为无效（池建，2009）。美国大学对

于学生运动员的要求也很严格，学生运动员必须修完和

普通学生同样的学分才允许毕业。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

会在对联盟成员的责任中指出，学生运动员作为大学生

的一部分，与所有大学生采取同等的入学标准；尽量减少

因训练、比赛造成的学生运动员缺课现象；继续加大对学

生运动员文化学习的支持力度（池建，2009）。2016 年美

国大学生的毕业率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大学生运动员的

毕业率连续多年高于普通学生，体现了竞技体育人才培

养和高等教育的良好融合（王永盛 等，2017）。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经济上长期陷入低迷状态，再加

上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更多地关注运动技能水平提

高，相对地忽略其文化素养以及职业能力的培养，导致俄

罗斯退役运动员出现低就业率的问题，引起俄罗斯政府相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肖扬，2015）。俄罗斯强化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文化教育的举措主要包括 3个方面：1）加强教育系

统与体育系统的协同合作，确保学生运动员在各类体育运

动学校中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2）明确运动员培养的 5个

训练阶段的最高训练时数，以保障学生运动员进行文化

学习的时间；3）设立运动员培养创新平台，如建立寄宿制

的国家奥林匹克学校等（姚颂平，2015）。俄罗斯还完善

了天才运动员选拔奖励制度，合理利用商业赞助和社会资

金，健全运动员的社会保障、保险等制度，有效地改善了

俄罗斯退役运动员的分流与就业问题（浦义俊 等，2020）。

重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文化教育，促进其运动技

能水平与文化素养水平的全面提升，是英国、美国、俄罗

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共性经验。3 个国家在提升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文化素养水平上的举措存在一定差

异。比如，在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文化教育的组织性

质上，英国和俄罗斯是以政府相关部门为主，美国更多地

依靠全美高中协会联盟和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等社会

组织。此外，英国主要是教育相关部门对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的文化教育进行干预，俄罗斯主要是体育相关部门，

这与两个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同相关。

2 英、美、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共性经验对中国的镜鉴

人本主义理念已成为英国、美国、俄罗斯 3 个国家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在人本主义理

念指导下，3个国家构建了政府相关部门、体育社会组织、

职业体育俱乐部以及家庭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机制，最大限度地拓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

储备途径。同时，3个国家注重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的阶段划分，强调各阶段培养目标与任务的衔接，进而形

成一体化的教学、训练与竞赛体系。此外，3 个国家也重

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文化教育，促使其成为全面发展

的人才，为其退役后的就业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概

言之，如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既能在运动竞赛中取得优

异成绩，又能在退役后具备就业优势，就可以产生榜样引

领的带动作用，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竞技体育运动。

2.1 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现实挑战

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在价值取向上更多地表

现为工具主义的特征。比如，在竞技体育的功能定位上，

以“为国争光”为主，对竞技体育多元功能的重视不足；在

竞技运动项目的布局发展上，以易获取奖牌为导向，非奥

项目的发展空间有待提升，竞技运动项目发展布局需完

善；在国内综合性体育赛事的构建上，以奥运会为参照，

使得全运会、青运会、冬运会与青少年体育的良好互动与

衔接有待加强。

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

上构建起来的，在实践中表现为体育相关部门建立起来

的“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的三级培养机制

（即政府培养机制）为主导。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伴随国

家整体改革以及体育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开始构建多

元主体参与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目前，除了

政府培养机制外，还包括学校培养机制、俱乐部培养机制

以及家庭培养机制（马德浩，2021）。

当前，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面临三大挑战：一

是政府财政投入瓶颈。2008 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国家

逐步将体育发展重心从竞技体育转移至群众体育。在中

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政府

培养机制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瓶颈。二是退役运动员就

业安置。由于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长期坚持工具

主义的价值导向，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文化素养水平普

遍偏低，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弱化了青少年参

与竞技体育的期望。三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储备萎缩。

据统计，2010 年中国拥有体育运动学校、竞技体校、业余

体校、单项运动学校 1 943所，人员数为 41 179 人，2019 年

分别减少至 1 603所、34 633人（国家统计局，2021）。

2.2 优化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对策

1）树立人本主义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念。一

方面，在竞技体育的功能定位上，不仅要重视其“为国争

光”的国家认同功能，还应重视其在丰富民众休闲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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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健全青少年意志品格上的多元功

能发挥；另一方面，协调好普及与发展的关系，加强国家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质量监测，建立学生日常体育参与、

体质健康测试和运动技能测试相结合的考查机制，提高

青少年的体育参与率与运动技能水平。同时，构建校内

竞赛、校际联赛、选拔性竞赛为一体的大中小学体育竞赛

体系，以竞赛为杠杆推动青少年参加课外训练，厚植竞技

体育发展的人才基础。在竞技运动项目布局上，不仅要

考虑其夺取金牌的潜力，还应考虑运动项目的青少年接

受度，在运动项目推广过程中要研制适合青少年特点的

竞赛规程、场地、器材等。

2）构建政府相关部门、体育社会组织、职业体育俱乐

部和家庭多元主体参与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

一方面，明确在中国未来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

中，学校培养机制应处于主体性地位，不仅是因为其可以

解决政府培养机制面临的财政投入瓶颈、退役运动员就

业安置以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储备萎缩等难题，还因为

其也是俱乐部培养机制和家庭培养机制的基础；另一方

面，汲取俄罗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的教训，

走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要

任务分项目、分步骤地转移给体育社会组织、职业俱乐部

和家庭等主体，体育相关部门应将更多精力放在国家队

的选拔与训练上。此外，鼓励学校与体育运动学校、职业

体育俱乐部合作，共同开展教学、训练与竞赛，促进教育

与体育资源共享。

3）注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阶段化与贯通化。

一方面，结合中国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及运动技能掌

握规律，科学划分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阶段，不仅

要“从娃娃抓起”，培养其体育兴趣和基本运动技能，还应

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目标指向终身活跃及未来发

展；另一方面，合理确定不同阶段的培养侧重点，注重各

阶段培养目标与任务的衔接，打破青少年体育参与和高

水平运动员培养之间的壁垒，以此促进学校体育与竞技

体育的融合发展。此外，研制规范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的指导纲要，对不同阶段运动训练计划的制订以及运

动训练过程中的身体负荷、组织形式、竞赛活动等提出明

确的要求，保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质量。

4）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文化教育。一方面，明

确不同阶段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最高训练时数以及接受

文化教育的最低时间保障；另一方面，深化体教融合，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关于“保障处于义务教育阶

段的运动员完成义务教育”的要求，加强体育、教育相关

部门在各类体育运动学校学生运动员培养上的分工合

作，体育相关部门以及单项体育协会主要负责学生运动

员的训练、竞赛和选材，教育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学生运动

员的文化教育、学籍管理与学业考核。此外，还可探索建

立由教育相关部门管理的新型体育运动学校，将其与高

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相衔接，开辟一条在国民教育体系

内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新通道。

3 结语

英国、美国、俄罗斯是世界上公认的竞技体育强国，

由于文化、政治体制与经济水平的不同，3 个国家在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然而，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有其内在的普遍性规律，3个国家的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也具有一些共性经验，如强调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的人本主义价值导向，构建多元主体参与

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注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阶段划分与衔接，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文化

教育等。对于这些经验，中国要结合自身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面临的现实挑战进行本土

化的吸收与借鉴，进而优化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的理念与机制，打破青少年体育参与和高水平运动员培

养之间的壁垒，进而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关于

“坚持体育和教育融合，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体魄

与人格并重，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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