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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第 16 届女篮世锦赛中国队在比赛中的表现进行分析，认为其失利的原因是在赛场

上内外结合不好、掩护质量低劣、体能低下、新老交替断档、教练员临场指挥应变乏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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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women basketball team in the 16th World Women 

Basketball Championship, and conclude causes for the defeat of the women basketball team in this era, such as poor 

connection between playe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ring on the court, bad covering quality, low physical stamina, 

discontinuity produced by player replacement, the coach lacking in on-court commanding and responding tac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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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届世界女子篮球锦标赛于 2010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3 日在捷克举行，中国女篮小组赛 3 战皆负

终仅得第 13 名，创下自 1983 年进入世锦赛以来的

差记录。北京奥运会后短短的 2 年时间，中国女篮

就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第 4 名滑落到第 13 名，是什

么原因造成中国女篮成绩下滑幅度如此之大？为此，

笔者对中国女篮在第 16 届世锦赛的表现进行分析。 

 

1  历史上中国女篮的特点 

1.1  核心球员 

宋晓波：技术全面、攻守平衡、能投善突、能里

能外；邱晨：速度快，具有犀利的突破和稳定的得分

能力；柳青：拼劲足、拼抢篮板球的能力与防守技术

过硬、意志特别坚强，是女篮队伍中少见的大前锋(前

称二中锋)；郑海霞：具备统治内线的绝对实力；丛学

娣：机智灵活、远投准确、突破得分与传球尺度把握

准确且突破分球功底深厚，加上她足够的篮球智慧荣

膺为那个时代中国女篮的核心后卫。 

1.2  辉煌成绩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女篮之所以能取得让

国人骄傲的好成绩，首先要归功于 1982 年的全国(杭

州)篮球训练工作会议。此次会议审时度势制订了“中

国篮球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应以女篮为先、男篮

跟进”的战略策略[1]。在这个务实的战略决策引领下，

女子篮球备受社会关注，县、市级的基础训练体系庞

大，包括各省市及部队体工大队的二线、三线队伍的

训练格局优良，让中国女子篮球队伍有了充足的后备

力量来支撑一线队伍的更替与发展。 

中国女篮在 1983 年和 1994 年曾分别取得过世界

第 3 名和第 2 名的好成绩。在 1994 年前，中国女篮从

未落入世界第 9 名以后，长时间稳定留在世界前 8 名

队伍内。 

1.3  辉煌时期的特点 

将昔日的中国女篮与如今的队伍相比较，业内人

士感到：那时的女篮队员更有技术特征、拼劲、独特

的技战术风格。全队整体均衡，包括了各位置间攻防

力量的均衡和内外线协调平衡的攻与守。如宋晓波、

丛学娣、邱晨等人，能突善投与防守严密的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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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突出。她们控制球、支配球的能力强，中近距离

的急停跳投稳定准确，起动速度快，能里能外，攻守

技战术能力全面均衡。郑海霞作为我国女篮第一位登

陆 WNBA 的中国球员，其身高和场上攻防能力均为

那个时代世界女篮大赛中内线位置上具有绝对优势

的球员。 

以郑海霞为核心的中国女篮，辅以其她具备鲜明

技术特色的优秀球员，建构起一支优势突出、内外均

衡的世界级篮球团队。其鲜明的特点就在于：技术基

础扎实、位置配备整齐、内外结合好、作风硬朗、应

变能力强，在赛场上表现出的是全队较为过硬的整体

优势。 

 

2  第 16 届世锦赛中国队失利的主要原因 
如今的中国女篮，核心球员是苗立杰，司职攻击

型后卫，能投善突、组织能力不错，但个人失误较多；

支柱型中锋陈楠是一个典型的左手内线，爆发力强且

有较好的中投能力，篮板球和盖帽能力比较突出，但

她在内线的挤、扛、抢(位)等篮下进攻对抗所需的能

力稍差；而其他球员则表现平平。所以，参加第 16

届女篮世锦赛的中国女篮因为能上场打球的人少而使

全队战术应变极差，因此造成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遇

强即崩溃(预赛 3 场球)，笔者通过研究中国女篮参加

这次世锦赛的全部资料(包括实况录像)后，认为造成

中国队失利的主要原因有如下方面： 

1)内外结合差，使整体攻防能力低。 

众所周知，内线球员与外线球员紧密、默契、流

畅的配合，是篮球比赛过程中实施进攻重中之重的配

合手段。综观本届女篮世锦赛获前 3 名的队伍，队员

间的内外配合成功率非常高；反观中国女篮，队员在

赛场上内外配合出现的各类失误层出不穷。就以中国

与塞内加尔的比赛来看，中国女篮虽然获得了该场胜

利，但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女篮在比赛中有高达 26 次的

失误，比对手整整多了 10 次。 

从比赛的临场表现看，中国女篮外线球员传向内

线球员的球，多次被对方球员拦截或抢断。正是由于

中国女篮内线球员要位拿球非常吃力，她们所希望以

内线中锋为战术枢纽来牵动并发挥全队整体力量去实

施的进攻因此受阻。实战中这类突然停顿或卡壳的内

外进攻配合，往往会被对方实施围夹中锋的防守或对

持球人的压迫性防守而使之产生失误，这些类似突然

脱节的配合问题，几乎成为中国女篮在这届比赛(预赛)

中进攻的“规律性”问题。 

研究发现：目前的中国女篮球员在技术运用时，

不能把握好身体接触所用力量的大小和时机，不能把

身体接触时的主动用力与接球技术合理运用、有机结

合，这也反映出中国球员在平时训练中，忽略技术运

用的实用性和有效性，练习的内容、手段、方式方法、

负荷等都达不到实战要求，因而技术运用的对抗性不

强。小组赛，中锋陈楠就因接传球不顺畅导致进攻受

阻或投篮不进乃至直接失误，给对手造成了多次让我

女篮队员无力回防的反击快攻战机。可见，现役女篮

这种疲于奔命的攻防战术打法，不仅没有发挥以我为

主的战术能动性，平时练就的整体攻防节律也被完全

打乱，全队投篮命中率及各项技术指标当然出现随之

下降的颓势。赛场上的球队一旦失去全队的整体能动

性，不得不依靠某个人(球星)沿着单一的攻击线路或

在某一个进攻位点上或使用着单一的攻击手段和方法

得分。这也印证了苗立杰、陈楠在本届世锦赛预赛场

屡屡上演单打独斗的“精彩”场面。 

2)掩护技术质量低劣，造成高频次进攻犯规。 

“掩护配合”是篮球赛场上进攻队员利用身体，

合理合法挡住防守同伴的对手的移动路线，或是主动

利用同伴的身体挡住防守自己的对手的移动路线，从

而让被掩护者迅速摆脱防守队员，获得进攻机会的一

种战术基础配合方法[2]。这类进攻战术基础配合，是任

何一支参与篮球竞赛的队伍，运用 多且 具杀伤力

的一种战术方法。录像观察发现：中国女篮在比赛中

实施的掩护配合次数不少，但成功率极差(中国队掩护

成功率 60.8%，白俄罗斯为 83.3%；中国队对加拿大

队，成功率分别为 62.5%、87.5%；对澳大利亚队时为

54.5%、86.0%)。 

国际大赛中，我国篮球运动员本身就因其动作速

度稍慢、身体力量偏弱而在对抗中动作较易变形，从

而导致完成技术的质量较低。比赛中表现出来的 大

问题是“掩护”动作的不规范，极易发生掩护犯规或

掩护不到位等状况。这次赛事中，我队场均有 3 次以

上的掩护犯规。 

一般人都认为，发生高频次的掩护犯规或许与队

伍的平时训练要求不严有关。然而笔者以为，国家队

这个层面的运动员在重大赛事中的掩护动作质量不

高，深层原因还是与国内培养青少年篮球运动员的基

础训练有关。事实上我国的篮球基础训练长期都在急

功近利地追求竞赛成绩，缺乏对运动员的篮球意识和

篮球智慧的培养。笔者认为，我国的基础训练较为忽

视对运动员形成良好、合理运用基本技术意识的培养。

在基础训练中，不能把握好包括“掩护配合”在内的

一些基础配合的技术要领，就很难在以后的训练与比

赛中实施改进。特别是现代篮球运动因其攻守对抗的

激烈，更容易在比赛中被一些潜在的技术问题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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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比赛带来负面效应。 

目前中国女篮进入阵地进攻后总是以内线上提外

拉，给处于 1、2、3 号位的攻击型后卫挡拆，创造挡

拆后的突破进攻和突破分球等战术配合机会。大凡以

这类战术打法为主的队伍，若掩护配合的质量不高、

掩护动作不到位、掩护的时机不成熟，都极可能直接

造成进攻队犯规，让本队失去一次进攻机会。 

3)移动慢造成“守”形不成联系整体，“攻”构不

成多点支撑的面。 

移动是所有篮球运动技术和战术形成和实现的基

础。篮球场上的移动有横向和纵向移动。在本届世锦

赛上中国女篮在赛场上的移动能力与对手差距较大，

特别是小组赛表现尤为明显(因为小组赛的实际水平

高于 2 阶段排位赛)，这或许与我国女篮参与比赛的场

上队员年龄老化或者体能训练不足有关。 

我们知道，凡是参与篮球赛事的运动员要争取比

赛主动，赛场上经常都要采用改变位置、变化方向和调

整速度等技术措施来争取方位优势和控制空间，都得采

用相应的移动方法去达到想达到的攻防战术目的[3]。更

直接地说：篮球运动员为了控制或支配球、为了协调

有效完成某一攻防技战术动作、为了防住对手、为了

投篮得分，都得通过场上移动去实现。 

一支球队，如果场上队员的移动能力差，其防守

控制的面积肯定不大；同理，一支球队如果参与进攻

的队员移动能力弱，全队进攻只会有单一的得分点而

构不成由多点进攻得分。原因就是运动员无论是横向

移动或是纵向移动的能力差，都会让本队的攻、防节

奏难以调和，很难让球员间相互联系而形成整体流动

的防守板块；也很难将某队的进攻阵势和得分点串联

成同步、同节律、有内有外、上下兼顾、可左可右、

多点成面的整体进攻。前者可让进攻队找不到可以实

施进攻的破绽，后者可让防守者在防守中顾此失彼。

一个优秀教练员的临场指挥能力，很大程度就表现在

是否可以敏锐观察到对手在攻守过程中，双方球员横

向、纵向移动的速度和各位置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况，

并以此来实施 为合理的、克敌制胜的应变方法(包括

战术方法的应变、人员的应变、位置的应变、内外的

应变、快慢的应变等)。 

4)抢获篮板球的数量与对手差距较大。 

篮板球是篮球比赛中获得球权的重要手段，同时

篮板球也是球队实力的体现。一般而言，防守篮板球

的数量表现了一支球队在攻守对抗中防守能力或优或

劣的质量；进攻篮板球的数量却表现球队在进攻过程

中连续进攻的水平。 

篮球比赛中抢获前场篮板球意味着该队将多获一

次进攻机会并且有直接、便捷得分的预期；抢获防守

篮板球，表现了一支球队固若金汤的防守能力，同时

也是防守队能否实施由守转攻，迅即发动攻势的 为

有利的基础条件。所以，比赛中若有前场篮板球的优

势，外围投手的投篮信心定会增强，投篮命中率也必

然提高；比赛中若有后场篮板球的优势，发动并执行

快攻的机会就会增多。 

研究发现，中国女篮参与的这次世锦赛，比赛的

胜负与篮板球获得率的高低成正相关。3 场小组赛，

中国女篮在篮板球方面与对手存在明显差距，场均相

差 10 个，篮板球获得率分别为 41%、45%、44%；而

在争夺排位赛的 2 场比赛中，中国女队把握了机会，

篮板球获得率上升到 60%，这为取得排位赛的 2 连胜

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在篮球比赛中，篮板球是影

响 终胜负的关键因素，谁获得了篮板球的优势谁就

基本 定比赛的胜利。 

 

3  队伍的组织建设和训练体制有待完善 
一支球队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

要各个环节和各类人员达到完美的契合，需要优良的

组织结构和保证其球队良性发展的管理体制。 

3.1  必须解决核心队员年龄老化、体能下降的问题 

作为现有中国女篮领军级的人物苗立杰，是组织

中国女篮实现战术目的的核心后卫；主力中锋陈楠是

组成攻防技战术打法的枢纽；而苗立杰、陈楠同时也

是该队在场上 主要的得分手和防守人。可见，一支

用 2 人力量来承担全队大部分攻防任务的球队，是不

符合篮球比赛制胜规律的。她们二人又在这支队伍中

打拼了 10 多年，年龄老化已容不得她们每场球都要出

场 30~35 min 去奔跑、跳跃。“禅师”杰克逊说过：让

乔丹连续打 30 min，他的表现还不如一个高中生[4]。就

是同样的道理。从 3 场小组赛 4 节的比分对比就不难

发现，中国女篮与对手比分的差距前两节基本可以保

持在 3 分以内，到了第三四节，场上球员体能明显下

降，与对手的分差可达到场均 9 分。中国女篮与白俄

罗斯队的比赛， 后 2 min 中国队落后 10 分时，中国

女篮改换 3 分球战术。虽此时战术机会频频出现，但

场上队员连续 4 投 3 分球都未中的，不得不认输作罢。 

“年迈——体能必然不足”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或许这也是导致中国女篮在这次世锦赛预赛中失败的

重要原因。中国女篮备战世锦赛的集训有半年之久，

是所有参赛队伍中集训时间 长的队伍，而 终的比

赛结果表明该队平时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

决。如果我国女篮不能彻底解决有多人能上场打球和

运动员体能不足的问题，国际大赛第 4 节比赛“掉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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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现象恐怕会成为中国女篮的自然和习惯。 

3.2  必须尽快解决后备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 

本届世锦赛中国女篮对外宣称主要是锻炼队伍、

培养新人，比赛中并没发现有新人脱颖而出，赛场上

仍然是苗立杰、陈楠等老队员在拼命奔跑、跳跃的身

影。女篮后继乏人，说到底是中国青少年女子篮球人

才培养体系坍塌。由于缺乏投入，如今的中国女篮受

社会的关注度很低。女篮队员的收入、出路等问题，

确实影响了国家女篮的整体发展战略。国家体育总局

篮管中心主任信兰成曾说：女篮人才萎缩速度非常惊

人，全国目前一线和二线注册球员仅 400 余人，状况

很惨[5]。大家都知道：练球的人少、选才的面窄；选才

面窄、选出好苗子的概率就低。本届世锦赛对于老队

员苗立杰和陈楠的过度使用，对于新队员的冷落，更

难使我国年轻的优秀女篮选手脱颖而出！ 

20 世纪 90 年代，邓小平关于中国足球的发展曾

明确指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6]这指示同样也可延伸

到篮球运动领域。北京奥运会女篮取得第 4 名，这是

历史的机遇，可遇不可求。随着北京奥运会的逐渐远

去，女子篮球运动也面临着市场化，这时候的体制过

渡更会令喜爱篮球运动的人出现痛苦，但如果能想办

法把更多的女孩吸引到篮球运动中来，参与的人口基

数大了——水涨船高，女篮后备人才匮乏、短缺的问

题也将迎刃而解。 

3.3  必须解决提高教练员临场指挥的能力的问题 

兵法云：“帅乏智，卒不悍，战必溃”！[7]这句话虽

然适用于篮球赛场上对教练员临场指挥能力的评价；

但“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也是非常朴素的真理。 

教练员临场指挥的应变、知人善用的实际能力或高或

低，对比赛结果都会产生巨大影响。本次世锦赛中国

女篮与加拿大的关键比赛中，第 3 节苗立杰体力严重

下降，已经没有控制比赛的体能。但临场教练员不能

违背科学规律，让一个已经精疲力竭的运动员还在无

奈执行无力完成的战术任务，而教练员仍然没有使用

年轻球员去替换苗立杰，让她下场稍加休整再去拼搏。

试想年轻队员上场即使完不成进攻任务，但至少年轻

队员上去还有充足的体力去防守。大家都知道这是一

场必须一拼到底且输球可能性极大的比赛，我队却违

背用人规律在全场比赛中仅用了 7 名队员，反而让第

一场表现不错的刘丹仅上场 2 min，这不得不让业内人

士对教练员的临场指挥能力产生疑惑。 

其实，中国女子篮球水平下滑的真正原因，就是

教练员整体水平较差。前国家女篮主教练李亚光再三

提到篮球水平的“本质改变”论[8]，其中 重要的二点

都与教练员的水平有关。 

第一、首先要教会队员扎实的基本功并运用到正

确的地方。 

第二、教练员的临场判断和指挥能力相当重要(意

即：要善于根据临场的发挥来调试运动员的技术能力)。 

笔者以为，中国女子篮球竞技水平的滑落，虽与

教练员的临场智慧和临场指挥有关系，但更与我国各

地负责青少年篮球技战术和体能训练工作的教练员的

执教水平不高有直接联系。 

有专家认为：我国青少年的篮球启蒙训练，过早

和过分细化的分工与专门的位置技术训练，导致许多

运动员在其成长过程中，因长期得不到全面的基础技

术训练而动作发力普遍有些迟缓，完成技术动作的速

率普遍偏慢，从而形不成超强对抗中所需且具个人特

长的技术[9]。可见，近些年我国球员在世界大赛上表现

不尽人意的根源或许就在于此。 

3.4  必须解决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2009 年 5 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在全国体

育政策法规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要完成从

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必须要使体育内部均衡

发展，尤其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更应该大

力推广，而不能一味地在一些冷门或参与人数很少的

项目上不断地获取金牌。讲话中还间接批评各地为了

金牌，放弃并解散了包括篮球运动项目在内的一些有

突出社会效益的球类项目队伍，给我国的体育事业造

成极大负面影响[10]。 

著名篮球评论员苏群[11]指出：世锦赛多差并无所

谓，其实从男篮到女篮，世锦赛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

低，已然成为各国为奥运会换血练兵的训练场，只有

中国篮球还颇以为然，把名次看得比爹娘还重要，错

过了(为奥运周期)更新换代的 好机会。我国篮球运

动管理领域存在“成绩”及官员“政绩”的官僚作风

可见一斑。在人才的选拔过程中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问题，我国女篮后备人才的盘口本来就不大，一些优

秀人才是否真的被选进了国家队？如纪妍妍、张伟、

张晓妮和邵婷婷等优秀球员，其实都可以在这支国家

女队中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的集体项目教练难做已成为国内同行默认的

公论，在主管领导有成绩要求和队伍新老交替的现实

面前谁都会选择保成绩，这是中国篮球发展过程中多

年未变的“优良传统”。所以我们才会在捷克世锦赛上

看到一支畸形的中国女篮以及近 30 年 差的战绩。中

国女篮成绩下滑足以让篮球主管部门认识到危机的严

重性，从而能在选拔和用人体制上进行改革。在足球

反黑风暴异常猛烈的当下，篮球界不妨也进行一次彻

底的整肃，或许这是一剂“治病”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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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篮在第 16 届世锦赛失利因素主要有以下

几点：内外线结合差，掩护质量低劣；比赛中的移动

能力欠缺，体能不足，导致技战术无法发挥；篮板球

拼抢能力不足；女篮后备人才“青黄不接”；教练员临

场指挥乏力；人才选拔可能存在制度上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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