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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广东男排兴与衰的历程，了解影响广东男排兴衰的主要因素，认为引起广东男排从兴到

衰的客观因素是大型化和比赛条件等诸多因素的转变。而主观方面则是对劣变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

应变能力，并提出了广东男排复兴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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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analysing Guangdong Province Men’s volleyball history of prosperity and degeneration，having understood
the major influential factors of Guangdong Province Men’s volleyball prospectful and degeneration. Guangdong Province
Men’s volleyball from prosperty to degenration objective factor is high type and game condition etc. factors have changed，
and subjective factor is lack of enough perception and ability of chang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bad changing. Putting forward
the recoyery methods of guang dong Men’s vollyb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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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男排这支为我国排球运动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队伍，开一派技宗，领一代风流。20 世纪 80 年代前一直纵横

甲级队战区，战绩显著，80 年代逐步走下坡路，90 年代走向

没落（解散队伍）。世纪之交，广东为参加九运会重建广东男

排。但近年来一直处于低谷，在甲乙级间徘徊，作为东道主，

广东男排参加九运会只获得第 10 名，在 2001 年甲级联赛中

终究摆脱不掉降级的命运。广东男排的状况使人悲伤，让人

感叹。同时，由于广东男排辉煌的历史，它对中国排球作出

的贡献，以及广东男排突出的特点和风格留给人们的美好记

忆，人们无不盼望其早日东山再起，中原逐鹿。欲再起，图复

兴，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分析原因，从而找出发展的方

向和对策。

1 广东男排的辉煌

1.1 广东男排创辉煌的历程

广东男排自 20 世纪 50 年代建队后直至 80 年代初，一

直是甲级队队伍，名次都在前 6 名之内，第 2 至第 5 届全运

会都为前 5 名。

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955 ～ 1965 年为援外强内阶

段。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排球传入广东较早，排球运动开

展得也就较早，尤以海南（原属广东）、台山等一些区县成绩

突出。如排球之乡台山县，五六十年代不但向国家队、各省

市队输送了 140 多名排球运动员，还输送了大批的教练员和

裁判员。在参加 1956 年巴黎世界排球锦标赛的 12 名中国

队员中，有 8 名台山籍运动员。1958 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联

赛的 149 名队员中就有 64 名台山籍运动员。故有“无台不

成排”、“全国排球半台山”之称。

广东男排在这一阶段全国性比赛中的名次为：1957 年

第 3、1958 年第 2、1961 年第 2、1962 年第 3、1965 年第 3 届全

运会第 3，足见广东男排实力一流。广东支援全国输出大量

人才，又在大力发球、快攻战术等方面为我国排球的发展作

出贡献。

1970 ～ 1979 年为创辉煌阶段，周恩来总理 1972 年视察

二沙训练基地时提出“广东男排要拿全国冠军”。总理的勉

励激发了广东男排，上下一心、苦练巧练，大胆创新，终于在

1975 年第三届全运会上和 1977 年联赛（1976 年联赛因毛主

席逝世未举行）力克群雄，勇夺桂冠。应该指出这一时期台

山和海南籍队员平分秋色，当时的海南籍队员有吴坤兴、陈

表杰、王康桓、钟前涓、吴科径、吴清进 6 人。

1 .2 广东男排创辉煌的原因

（1）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由于广东男排的运动员绝大多

数来自这些排球开展较好的地区，他们从小看的多，打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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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牢，技术精，意识强。在排球运动在其他省市尚未开展

的时候，这显然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2）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广东冬天天气暖和，训练

条件好以及队伍实力强，很多队到广东冬训；广州是南大门，

出访来访的国内外队伍较多，得以和国内外队伍广泛交流；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比赛多在室外进行，广东男排冬季也

可室外训练，且打法低短快速，适应室外比赛。

（3）有突出的特点和良好的风格。经长时间培养、锻炼、

传接，广东男排建立了突出特点和养成优良风格。广东男排

的传统特点是身体素质好、弹跳力强、灵活、基本功扎实、技

术细腻、一传好、快攻好、二三号位变化多、整体配合水平高

效果好。正是这些特点和坚韧顽强、敢打敢拼、胜不骄败不

馁作风使广东男排能矮个打败高个，不怕强队，不惧恶战，立

身不败并取得辉煌的成就。第三届全运会对辽宁男排的一

场比赛，其中一局球广东男排是在 6 : 14 落后的情况下反败

为胜的，堪称典范。

（4）大胆创新，出奇制胜。战术上的奇特是广东男排打

败强手的法宝。任何战术都有一个临界点，在攻防中，不管

进攻战术有多快、多变，但不打破对方的习惯，在临界点之

内，都不能取得好的效果。所以，奇特就必须超越这个临界

点，奇特者，别人有我有，我有而别人没有，没有而奇，出奇而

制胜。

广东男排 1975 年、1977 年连拿两届冠军，率先在国内运

用“五一”配备，场上起用 3 个左手是广东男排大胆创新、出

奇制胜的范例。

2 广东男排的低落

2 .1 广东男排低落的历程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广东男排从以前成绩稳定走向大

波动，并迅速下滑，1983 年举行的第五届全运会和 1987 年举

行的第六届全运会，广东男排的名次已降至 11、12 名，第七、

八届全运会竟到没有资格参加的地步。在当时大砍集体项

目的大环境中，广东男排于 1993 年被解散。广东作为东道

主举办九运会，1998 年招兵买马重建了广东男排，1999 年进

入甲级队，刚见好苗头，又因 2000 年甲级联赛仅获 12 名而

降级，在优胜杯赛中获得第 2 名再升为甲级队，但在 2001 年

甲级联赛中一败再败，再度降为乙级队。从九运会所获第 9
名情况看来略有好转，但青黄不接的问题已更凸现。这几年

广东男排在甲乙级之间沉浮，始终未能冲出低谷。

2 .2 广东男排低落的原因

（1）传统优势消失。主要表现在兄弟省市排球运动的迅

速发展削弱了广东省的基础优势；集训制度及开放政策消弱

了广东男排独特的有利条件；排球作为完全室内竞赛项目，

削弱了广东男排技术特点的作用；海南建省减少了广东男排

队员来源等。

（2）排球运动向大型化发展日益暴露了广东人材方面的

弱点。大型化是世界排球运动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趋势发

展得很迅速。现在世界各国男排主力运动员 2 m 以上的不

乏其人。“矮”在排球界的概念已经变了。现在低于 1. 9 m

的队员在国内已可称当矮个，拔高身高势所必行。但由于地

理环境的关系，广东人高个子不多，要在不多的高个子里面

挑选适合排球运动的队员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人材方面

的劣势影响以及排球运动大型化的发展，导致广东男子排球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支援外省到 80 年代后大量的引进。

现在几乎到了 广东男排没有广东籍运动员的地步。

（3）传统的观念和训练手段对新的人材特点已不适应。

由于身高在现代排球中已是一个先决条件，广东男排自然要

顺势所趋提高身高。

一方面由于广东男排的选材、培养和用人观念已过时，

不符合时代的需求，而新的观念又尚未形成；另一方面由于

广东男排历来是矮个运动员、矮个教练、矮个战术、矮个风

格，自然其训练方法也是针对矮个的。这样，对那些没有基

础，是否成材完全取决于如何训练的高个子运动员，在各级

训练者既没有新的观念，又没有新的手段的情况下，显然就

显得无能为力了。

（4）现时的素质、技术、战术与传统风格特点有冲突，原

来的特点消失，新的特点未形成。由于身高拔高，身体素质

和技术同以前的队员相比相差很远，也就无法保持原来的特

点。而新的特点又尚未建立起来。行家认为，广东男排 80
年代后期屡战屡败，输就输在没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缺乏

创新。

（5）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不善。20 世纪 80 年代广东男排

的领队、教练频繁变换，老的功成名就不再图进取，新的在新

形势下缺乏魄力和经验。很明显，这对队的建设和管理是不

利的。下降的队难带，新时期下降的队更难带，广东男排正

是未能根据新时期的特点，根据队中状况进行队伍的建设和

管理，导致衰败的加速。

3 广东男排复兴的对策

根据广东男排兴衰的主客观原因和广东男排的现状，我

们认为广东男排的发展前途是乐观的。广东有一些地区仍

有深厚扎实、盛而不衰的排球群众基础；有一支富有实践经

验的教练队伍；广东人民和排球界对排球之乡排球运动的复

兴寄予厚望；广东是首先实行经济改革，并取得较好发展的

经济强省；21 世纪有一个人才交流引进宽松的大环境。这

些对广东男排的发展都是一些有利的条件，然而广东男排要

复兴，需解决的问题很多，本文认为着重应抓好以下几点：

（1）挖掘排球之乡的潜力，充分发挥其作用。台山对中

国排球和广东排球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竞技水平和全国

强队相比有较大差距，但群众排球的热情和普及仍不减当

年。挖掘潜力就是要利用、引导群众性排球，促进竞技性排

球的发展。主管部门应加大扶持力度，加大投入，促进发展。

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不单是台山要出排球人才，也要发挥台

山国内 100 万人，海外 110 万人对排球的热情可能产生的社

会能量和经济能量，为广东男排的崛起服务。

（2）继承广东男排的优良传统。广东男排最突出的传统

就是快速打法、创新精神、顽强作风的传统。20 世纪 50 年

代、60 年代广东男排以快速配合的大法争强，70 年代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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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称霸，兴旺时期都是以顽强的作风作保证。这 3 点任何

时候都不会过时，并且是现在广东男排最缺乏和最需要的。

（3）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和教练队伍。要建立高水平

的队伍，管理者和教练员是首要因素。广东男排现在是非常

时期，既要弥补前几年解散队伍造成的断层缺陷，又要适应

新形势、新环境、新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同时面临新旧问

题，这需要有一支觉悟高、素质高、能力强的管理和教练队

伍，才能正确认识选材问题，解决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的如

何统一问题，解决高个子训练的新问题，培养、树立广东男排

新的风格和特点。建立这样的队伍也要创造竞争环境，使管

理者和教练在学习中、竞争中不断提高。

（4）整合力量，再创辉煌。广东男排现在既面临整体改

革的问题，有受制于取消省队后体制不健全的老问题。积弱

甚重，要重树“广东男排”这块对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老牌子，

政府部门必须给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另一方面，排球界应

自强、振作，利用传统的惯力，利用广东经济强省的有利环

境，整合力量，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完善体制，继承传统，大胆

创新，外引内培，再造风格，重建特点，上下一心，重塑“广东

男排”。

参考文献：

［1］施达生，吴量中，李学芹，等 . 排球教学训练指导［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5，12：3 - 20.

［2］张 然 .世界排球发展态势［J］.中国排球，1997（4）：29 -
32.

［3］张 然 .排球纵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11
- 455.

［4］栗燕梅 .广东台山排球运动发展现状与因素分析［J］.广
州体育学院学报，2001，21（2）：98 - 101.

［编辑：

========================================

李寿荣］

“社会体育国际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

随着中国加入 WTO、2008 年申奥成功和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运动与休闲产业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如何开发

国内的运动休闲产业，如何培养运动休闲产业的精英人才，是体育行政管理人士、教育界人士及工商界人士十分关心的问题。

故此在国内首次举办“社会体育国际论坛”，特邀美国、日本和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体育行政管理人员及工商界人士，共商发

展国内运动休闲产业大计，实现管、教、产三方面的互动。

一、论坛主题

运动、健身、休闲———21 世纪的生活新概念

二、论坛主办、协办单位及与会人员

1. 主办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2. 协办单位：启康创建（中国）有限公司。

3. 特邀论坛报告：

嘉宾 题 目 单位

张发强 新世纪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佐藤臣彦 21 世纪日本健身产业的发展模式 日本筑波大学教授

John. Swete 运动休闲会所的经营管理 美国必确康体休闲公司亚太地区行销总裁

梁俊甫
当今中国运动与休闲业的市场走向与人才

培训
启康创建（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David. Chen 运动休闲会所的会籍销售 香港创意国际顾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

程绍同 台湾运动产业的发展概况 台湾师范大学运动与休闲学院教授

张德基 运动赞助与体育产业经营 台北奥委会副秘书长

卢元镇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体育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

谢琼桓 政府对运动与休闲业发展的政策导向 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

三、会议日期、地点

1. 会议日期：2002 年 7 月 8 日 ～ 11 日。

2. 会议地点：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会议厅

（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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