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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古巴国家的特殊社会体制与排球环境，分析了其后备队伍的选拔与培养途径，论述了教练

员对排球运动的高深认识与科学训练，从而揭示了古巴女排长盛不衰的非竞技因素以及对中国排球运动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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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女排自 1978 年第 1 次登上第 8 届世锦赛冠军以

来，一直跻身于世界强队的行列，并于 1989 年再次荣登第 5
届世界杯女排赛榜首。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更是

凭借出色的体能与全面的技战术以及雄厚的网上实力，囊括

了世界杯、世锦赛及奥运会女排赛的所有桂冠，创造了世界

排球史上“八连冠”的神话。古巴女排何以长盛不衰？从参

加世界大赛的临场表现看，她们体能超群，技战术全面，网上

实力雄厚，明星荟萃。本文试图从隐藏在临场表现以外的非

竞技因素，如：社会制度及排球环境；后备队伍的选拔与培

养；教练员对排球运动的认识及训练水平等方面加以剖析，

为中国排球的腾飞提供参考。

1 社会制度特殊，排球环境优越

卡斯特罗革命成功以前，古巴体育被少数西班牙后裔白

人贵族垄断。卡斯特罗革命胜利后，1961 年便成立了古巴

国家体育学会，为了培养教练员、运动员，开始向东欧国家输

送留学人员。当时的东欧正处于排球运动发展的巅峰时期，

而古巴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些，因此从那时起便将排球定为学

校必修课目之一。若发现专项苗子则可免去其他项目的学

习训练，专攻一项，并对这些苗子进行集中培训、指导。在那

里从衣食往行到学习训练都会得到极好的安排，费用由国家

负担。正因为如此，激发了很多青少年喜爱排球、练习排球，

从而使排球在古巴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在国民体育中

有着重要的位置。古巴女排每次参加奥运会，国家全部进行

中继转播，尽管有时时差大，但收视率仍然极高，国内有相当

多的球迷支持女排，像路易斯、托雷斯等球星被球迷们视为

英雄。1993 年卡斯特罗主席在哈瓦纳举行的世界杯田径赛

开幕式上讲：体育在古巴人心中占有一种特殊的位置。古巴

男排夺取 1991 年世界杯银牌时，他激动地说：“正因为他们

取得了胜利，才使我和全体人民能够充分享受到这种喜悦和

自豪”。卡斯特罗的这种思想和行为，给了各级排球运动员

极大的鼓舞，并激励着他们刻苦训练，为民族争光、拼搏。

古巴全国 14 个州都设有（E. I . D. E）机构。国内锦标赛

是以各州之间的对抗形式进行。比赛完全效仿奥运会形式，

但州队之间禁止买卖球员。通过国内锦标赛选拔青少年选

手向国家队输送。这些队员简直就像呆在军校，每天的生活

都被规定成固定的模式，从学习到饮食起居、训练，一切均受

到严格的管理。古巴男女排每周训练 6 天，每天 2 次，运动

员几乎不可能出去玩，更别提与家人见面。这种军队式的严

格管理磨练了队员的意志与作风，练就了她们超人的体能和

顽强拼搏精神。

虽然苏联解体后古巴国内同样也出现了严重的物资短

缺，但体育界却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运动员的生活是一般国

民所羡慕和向往的，他们住在独立的选手村里，生活条件十

分优越，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每餐营养丰富，在一般古巴人心

目中，运动员的收入很可观，都是大财主。事实上，选手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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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报酬是与运动绩成正比的。每次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

绩的选手及其家属或成员都送到新建的海滨疗养地享受免

费度假。这对一般国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特殊的优

越制度，促进了排球在古巴的兴起与发展，许多选手尤其是

女选手都梦想通过参加国际比赛而获得海外旅行的机会，这

种愿望的满足对于古巴国民来说是一种“特权”。但政府强

调每个运动员都肩负国家的重任，也就是说获得“特权”的代

价是选手们将参加大赛所获得的个人奖金大部分上交国家。

在古巴有这样一种说法：运动员不单纯是竞技选手，他们首

先应该成为革命者。因此，在哈瓦那排球馆中高高悬挂着

切 .格瓦拉的巨幅肖像，所有的比赛及发奖仪式都在肖像下

举行。因为格瓦拉是古巴革命的先驱，是革命带来了包括体

育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

由此可见，古巴国内为体育特别是排球运动所营造的特

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体育制度，以及排球运动和排球选手

在国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是促使古巴女排迅速崛起且长盛

不衰的重要因素。

2 选材严格，后备力量雄厚

在古巴国内，排球是继棒球、拳击之后的第三大国民体

育项目，开展得十分广泛。古巴女排对后备力量的培养非常

重视，后备力量雄厚，兵源充足，已形成由初级到中级再到高

级的排球人才网。国内有 14 所初级体育学校专门培养排球

初级人才，学员为 11 ～ 15 岁年龄段。其中 11 至 13 岁为一

组，14 至 15 岁为一组。每校每个级别 20 人，两个级别共 40
名排球学员，由教练员传授文化知识与运动技术。古巴还有

6 所中高级体育学校，入选 15 岁以上年龄段的优秀学员，专

门培养中高级排球人才，并向国家青年队源源不断地输送优

秀选手。这些学校对教练员要求很严格，必须是大学毕业，

有学士以上学位，既有实践经验，又有技术理论水平。上岗

的教练员必须由技术委员会考核，只有在专业技术知识水平

及其它条件都符合规定标准，才能被选拔和任用。上岗教练

员到各地挑选的人才也要经过技术委员会的考核检查。因

此经高级体育学校输送到国家青年队的选手身材好、体能

好、精神好、基本功扎实。古巴女排有周密的发展计划，有长

期的，也有近期的。奥运计划有 8 年和 4 年的规划。如参加

2000 年悉尼奥运会的队员从 1994 年就开始培养，通过多种

训练锻炼新手，使之逐步成为国家队队员。古巴女排新老队

员交替做得比较好，队内总有一批老队员起骨干核心作用。

老队员退役，青年队的优秀选手就补充进队，一切都按计划

进行。每次新进国家队的青年队员身体条件和专项身体素

质出众，弹跳惊人，扣球、拦网颇俱威慑，作风顽强，上场比赛

能发挥很高的水准。如世界巨星托雷斯，13 岁入选国家青

年队，17 岁便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崭露头角，和队友一起顽

强拼搏，力挫诸强，一举夺魁。她体能超群、爆发力强、弹跳

高、技术全、扣球凶、拦网准、经验足、作风稳、个人突破能力

强，2001 年荣获国际排联授予的 20 世纪世界最佳女排运动

员称号。又如路易斯的接班人鲁依孜，身高 1. 81 m，司职主

攻，技术全面、扣球凌厉、拦网凶狠、头脑清醒、精神饱满、信

念坚定，外号叫“小路易斯”，1996 年进队，在 1998 年世锦赛

上以主力阵容的身份披挂上阵，表现非凡。因而古巴女排队

伍的更新始终保持在一个科学的、源源不断的高水平人才链

上，每次参加世界大赛均能保持强大的整体实力。

3 教练员认识高深，训练科学

荣获 20 世纪世界最佳女排教练称号的古巴女排主教练

欧亨尼奥，不仅是一名杰出的排球技术和战术专家，而且也

是一名卓越的教练员、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率古巴女排征

战 20 多年，使古巴女排从崛起走向腾飞，并以其杰出的执教

成绩、持续的胜利、富有激情的科学训练以及独特的创造性

指挥，使古巴女排成为了 20 世纪世界排坛最辉煌的球队，并

且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世界一流的优秀运动员。他指挥古

巴女排创造了世界排球史上空前的八连冠神话：1991、1995、

1999 年世界杯 冠 军，1992、1996、2000 年 奥 运 会 冠 军，1994、

1998 年世锦赛冠军。

欧亨尼奥才华横溢，执教经验丰富。他在队里既德高望

重，又令人倍感亲切；既作风过硬，令人敬仰，又严格要求，训

练科学。他对古巴女排的训练体制、训练模式、训练方法等

有其独到的认识。他既熟悉古巴排球，也了解世界排球，可

谓知彼知己，博采众长，特别是对世界排球技战术发展趋势，

现代女排的技战术特征，排球运动的制胜规律以及古巴女排

的出路均有高深的认识。因而，他能站在世界女排发展的高

度来统领古巴女排，指挥和训练这支高精尖的、既兼众国技

战术之长又突出古巴特色的现代女排队伍。

他为古巴女排运动倾尽了全力，除训练比赛外，还用大

量的时间写笔记，搜集技战术资料，研究多种训练及赛前方

法等，善于学习世界排球先进的技战术打法，并结合古巴女

排的自身特点，进行改造和创新。同时，他非常重视训练的

科学性，教练组里配有心理专家引导队员进行心理训练，有

专门的医学专家，并设有理疗室，结合排球的专项特点，针对

性地对运动员进行治疗。队里的医学专家参与全队的训练

管理，为保证运动员的正常训练，系统地监控运动员的心肺

功能、血乳酸浓度，为运动员科学有效地消除疲劳，调整运动

周期，把握运动高峰等提供建设性意见。他非常重视力量训

练，并配有力学专家随队指导，每周进行 4 次大力量训练来

锻炼和提高队员的爆发力。每年花很多时间到排球水平比

较高的地区访问比赛，锻炼新手，练就阵容，积累比赛经验，

提高队伍的战斗力，从而使古巴女排 10 多年来始终是体能

超群，攻防兼备，高快结合，作风稳健，立于不败之地。

4 对中国排球运动的借鉴意义

中国排球起步较高，曾获得过辉煌的战绩，男排获得过

世界杯赛第 5 名，女排更是有过“五连冠”的殊荣，激励着中

华儿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学习女排的顽强拼搏精神”。

但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受奥运金牌战略的影响，

我国从事排球专业训练的人口急剧下降，全国性比赛的规模

逐渐缩小，竞技水平逐渐下滑，男排无缘奥运会，女排曾滑落

至世锦赛第 8 名，离国人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必须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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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分析不足，学习和借鉴古巴女排的成功之道，找到前进

的方向和动力，为中国排球的腾飞添砖加瓦。

综观古巴女排长盛不衰的成功经验，中国排球首先要学

习其科学选材、科学育材、严格管理的后备队伍培养模式，尽

快在后备队伍中培养出身材高大、爆发力强、技术全面、弹跳

高、敢打敢拼、进攻凶狠、拦网准确、意志坚定、作风稳健、个

人突破能力强的尖子队员。加强对现有青年队、体校排球

队、排球传统学校的科学管理和训练，扩大体校排球队与排

球传统学校的数量，科学选拔更多的身体条件好，有一定潜

能的优秀青少年参加排球训练，为国家队、省市青年队输送

高质量的排球人才。增加排球等集体项目在全运会上的奖

牌数量，提高省（市）地、县各级组织排球队的积极性，建立和

完善各级排球人才的选拔与培养网络。

其次要加强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努力提高各级教练员的

综合素质，包括专项训练能力与理论水平，以及科学管理、科

学训练、科学研究的能力。千方百计提高省市一线队、国家

队教练的认识水平与训练水平，使他们既了解中国排球，也

熟悉世界排球，特别是对竞技排球运动的新趋势、技战术特

征、制胜规律等均应有较深的认识，并能切合实际付诸于训

练之中。及时掌握与学习先进的技术打法，并能结合我国国

情进行改造与创新，并能站在世界排球发展的高度来训练国

家队，站在中国排球发展高度来统领省市队。

再次大胆使用有经验、有能力、有见识、有事业心的优秀

教练员执掌国家队帅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支队伍的

成熟有一个过程，一个大的周期。主教练更换过频，不利于

球队的建设与发展。古巴女排之所以长盛不衰，成功经验之

一就是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稳定的优秀主教练班子。新官

上任三把火，新任的主教练固然可给球队注入新的活力，带

来新的生机与希望，但他只能顾及任期目标的利益与计划，

不可能考虑球队的长远发展目标，很难使队伍的更新与交替

保持在高水平竞技状态，更难确保培养核心队员与球星的连

续性。因此中国排球必须改变过去主教练更换频繁的格局，

建立相对稳定的国家队主教练班子，从而为把队伍带到具有

相当高的竞技水平，登上世界顶峰创造有利的条件。

5 结论

古巴女排有着优越的排球环境与特殊的社会制度，后备

队伍强大，选材科学严格。教练员对排球运动有着高深的认

识，并能站在世界排球发展的高度统领和科学训练这支高、

精、尖的现代化女排队伍，练就了她们超人的身体素质，全面

的技战术，雄厚的网上实力，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世界巨星。

因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她们在世界大赛中攻无不

克，战无不胜，长盛不衰，一直保持着世界女排的霸主地位，

并且创造了世界排球史上空前的“八连冠”神话。古巴女排

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排球运动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中

国排球应学习古巴女排科学选材、科学育材的后备队伍培养

模式，加强教练员队伍的建设，提高各级教练员的综合素质，

特别是建立相对稳定的国家队主教练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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