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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设置理论、问题与策略
Study on Theory , Problem and Strategy of Application of
the Sport Slogan in Training Venues of China National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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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进行理论研究 ,探讨其设置理论、问题与策略。研究表

明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具有时空性和专项性特点 ,并以可视化载体形式对运动员实施目

视管理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可按内容设置、作用和形式进行分类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

语设置的影响因素有语言、内容、形式和传播等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可以从有效性、创

新性和简洁性等方面来进行评价 ;目前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还存在个别标语内容失当与

“不良标语”、标语形式化、标语使用过度和管理机制尚未完善等问题。其改进策略是 : 1) 从

语言学视角规范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用词 ; 2) 从管理学视角加强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

的看板与目视管理作用 ;3) 从传播学视角拓宽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传播途径 ; 4) 从广

告学视角完善或改进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设计与制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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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sport slogan in t raining venues of China national teams is theoretically studied .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port slogan in t raining venues of China national teams has the char2
acteristics of time2space and specialization ,and can implement the visual management function

to the athlete in the form of visible media . It can be categorized of it s content ,effect and form.

The sport slogan in t raining venues of China national teams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factors

of language ,content ,form and diffusion . It can be appraised by it s effectiveness ,innovation and

conciseness . Considering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sport slogan in t raining venues of China

national teams , such as distortion in the content ,formalism ,over2using and lack of management

in the sport slogan , the author t ries to put forward the developing st rategies f rom several visual

angles :1) f 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 the diction of the sport slogan should be standard2
ized ;2) f 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science , the sport slogan function of board2and2
visual management should be enhanced ;3) f 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pagation science , the dis2
semination way of the sport slogan should be st rengthened ;4) f 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vertis2
ing scienc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the sport slogan should be improved .

Key words :slogan ; s port slogan ; national team ; t raining venue ; visual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 : G80205 　　　文献标识码 : A

收稿日期 :2008206224 ; 　修订日期 :2008210206

作者简介 :石岩 (19662) ,男 ,山西汾阳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研究生导

师 ,研究方向为体育心理学与运动训练学 , Tel : (0351)

7018237 ,E2mail : tyshiyan @163. com ; 孙继龙 ( 19702) ,

男 ,安徽淮南人 ,副教授 ,在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

运动训练学。

作者单位 :山西大学 体育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 Shanxi University ,

Taiyuan 030006 ,China.

　　标语以其特有的宣传与鼓动特性贯穿于我国社会发

展历程 ,不仅表现在制作数量众多 ,使用频繁 ,而且 ,涉及

的范围领域极广 ,且影响深远。“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

体质”、“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等标语口号 ,体现着标语在

新中国体育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社会与政治功能。“人生能

有几回搏”、“顽强拼搏 ,为国争光”等标语口号 ,更是成为

鼓舞运动员和全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是培养高级竞技运动人才的场所 ,

运动员竞技水平的提高与训练场 (馆 ) 的环境息息相关。

在国家队训练场 (馆) 环境中 ,标语以可视化的形式 ,在美

化训练环境的同时 ,也创设了训练氛围 ,以体现行使着话语

权的内容表述 ,对运动员的心理及训练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在国家队运动员训练过程中 ,如何更好地实施励志教

育 ,把运动队思想道德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比赛中的战斗力 ,

国家队训练场 (馆)标语将发挥十分重要的载体作用。

1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相关概念的界定

标语 ( Slogan) 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口号 (一般只有一

句) ,具有“纲领性”和“鼓动性”的特征。“纲领性”是指试

图反映人们集体行动的主旨、目的、原则、计划及其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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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动性”是指要力图达到聚合同伴、统一思想、鼓舞士气、

振奋人心的感染效果[27 ] 。

标语是时代的产物 ,能起到指示方向、明确道路、组织

动员力量、号召鼓舞民众 ,以达到特定目的的作用[28 ] 。作

为公开发布的文字 ,其传递信息的作用尚在其次 ,引导舆

论进而影响公众的思想感情 ,诱导他们采取发布者想要的

行动是标语最主要的价值[20 ] 。标语还具有说服功能、权力

功能和环境功能[5 ] 。标语的特性弥补了集体行动在组织

结构上的缺陷 ,使人的潜力自然得到充分发挥[2 ] 。标语的

使用上到国家政策的发布与实施 ,下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

同时也广泛应用于体育领域中。

体育标语 ( Sport slogan) 是指在体育领域中 ,以简短文

字表述 ,对体育事业或相关活动起到宣传和动员作用的标

语。它是标语的下位概念 ,具有目的明确、便于记忆等特

点。运用在不同场所的体育标语具有不同作用 ,如体育事

件前的标语可以起到宣传和舆论作用 ;赛场上的体育标

语 ,可以调动观众情绪 ,烘托比赛气氛等 ;训练场 (馆) 中的

体育标语 ,可以对运动员训练动机产生影响 (图 1) 。

图 1 　国家队训练场(馆)中的体育标语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 ( Sport slogan in training ground

of national teams) ,是指针对国家队运动员 ,通过各种可视

化载体形式 ,以体现团体组织目标及要求为内容 ,利用视

觉影响运动员动机及训练行为的标语。它也是运动员训

练过程中一种管理手段的具体应用。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是一种视觉文字符号 ,以可视

化看板 (Board) 为载体 ,对运动员实施目视管理。目视管

理 (Visual management) ,是指以视觉信号为基本手段 ,以公

开化为基本原则 ,尽可能地将管理者要求和意图让大家都

看得见 ,借以推动自主管理、自我控制[11 ] 。目视管理的特

点是通过看板媒介进行实施的。看板是指能显示信息的

可视板状物 ,属于有形的实体用具。看板是目视管理的前

提和基础 ,二者在实际使用中相辅相成、互相配合[8 ] 。

2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分类及特点

因适应比赛的时间及地域性特点 ,国家队在备战比赛

时有多个可供选用的训练场 (馆) ,在本文中各训练场 (馆)

的地域性不是研究重点 ,故不作赘述。在国家队许多训练

场 (馆) 中 ,为备战各种比赛 ,充分调动运动员训练积极性 ,

营造良好的训练氛围 ,设置了各种不同内容的可视化标语

(表 1) 。

2 . 1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分类

国家队运动员经常参加国际比赛 ,代表着国家的最高

竞技水平 ,要为祖国的荣誉而战并最终实现人生价值目

标。因此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在内容上主要以体现励

志类和竞技能力要求类为主 ,一方面针对运动员心理 ,强

化训练动机 ,为运动员长期艰苦训练提供精神支柱 ;另一

方面也蕴涵着深一层的对运动员的微观管理功能 ,以各种

可视化载体形式对运动员进行目视管理 ,促进运动员自我

管理意识的形成。

表 1 　部分项目国家队训练场 (馆)标语设置内容一览表

　场　馆 　　　标语内容

乒乓球馆 “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

“祖国人民养我育我 ,雅典奥运立功报国”

“百折不挠”

举重馆 “作风 ,技术 ,力量”

“坚持‘苦、难、严’,打好夏季攻坚战”

体操馆 “刻苦训练 ,为国争光”

“加强创新 ,争做雅典奥运冠军”

“卧薪尝胆 ,奋发图强 ,从负开始 ,奋起直追”

羽毛球馆 “志气 ,霸气 ,杀气 ,静心 ,潜心 ,虚心”

“多吃苦 ,苦中有甜 ;多流汗 ,汗里藏金”

射击场 “静心 ,瞄准”

“充分准备 ,打好第一枪”

自行车场 “距 2006 年场地自行车世锦赛还剩天”

击剑馆 “积极主动 ,全面发展”

“距奥运会××天 ,距亚运会××天”

摔跤馆 “努力拼搏 ,为国争光”

“顽强拼搏 ,誓夺奥运金牌”

跆拳道馆 “勤学苦练 ,为国争光”;“搏”

田径馆 “距离比赛还有××天”

“挑战自我 ,敢于战胜极限”

垒球场 “高标准 ,高起点 ,早准备 ,早启动 ,切实抓好今年冬
训工作”

篮球馆 “冲击 06 世锦赛 ,圆梦 08 奥运会”

“纪律严明 ,作风顽强 ,团队至上”

游泳馆 “点燃激情一刻 ,放飞奥运梦想”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可按内容设置、作用及形式等

来分类。

2 . 1 . 1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按内容设置分类

11 欢迎类标语

国家队训练场 (馆) 的欢迎类标语 ,是指针对发生的事

件表明的一种态度 ,具有宣传、制造舆论气氛及说明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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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首先 ,体现在国家队集训或比赛举行时的标语上 ,从

时间、地点、事件等方面对某一体育活动事件进行宣传与

告知。国家队在某个训练基地集训或某个场 (馆) 举办某

项目比赛时张贴的标语有“热烈欢迎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

到海埂基地冬训”、“热烈庆祝 2006 年全国沙滩排球巡回

赛‘北海海底世界杯’女子比赛 (北海站) 在我市举行”等。

其次 ,体现在大赛前后欢送类标语上 ,这类标语又主

要分赛前欢送、赛后迎接或庆功会标语等。具体有运动员

在大赛出征前为进一步鼓励、动员的欢送标语 ,如“为中国

跳水队出征壮行”;当运动员在大赛上取得好成绩载誉而归

时 ,在肯定与祝贺运动员成绩与价值时而举行的庆功会上的

标语 ,如“热烈庆祝刘翔勇破男子 110 米栏世界纪录”等。

最后 ,体现在签约、讲课或传达会议精神类标语上 ,国

家队与某单位进行项目合作签约活动时 ,或邀请专家为运

动员答疑解难的授课 ,或为传达某种会议内容及精神而使

用的标语 ,如“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 - 香港理工大学合

作签约仪式”、“名人训练堂 - 迈克尔 ·约翰逊讲习班”、

“备战 2008 年奥运会全国高原训练工作会议”等。

21 励志类标语

许多项目国家队训练场 (馆) 中的标语大多是励志类

标语。这类标语可以起到强化作用 ,一方面对运动员设定

目标进行动员 ,另一方面是对运动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

持续不断地激励运动员的训练和参赛动机 ,如“刻苦训练 ,

为国争光”、“奋力创新 ,争做雅典奥运冠军”等。

31 竞技要求类标语

国家队训练场 (馆) 中竞技要求类标语可以起到指向

性作用。这类标语主要以体现竞技制胜特点和项目特征

为主要内容。这些标语在国家队中占有重要地位 ,可以有

效地表达教练员的言语、意图 ,实现对运动员的目视管理 ,

如“真正的防守 ,将持球人防在身前 ,一人防球 ,四人协

防”、“积极主动 ,风格就是生命”等。

41 日期提示类标语

除上述内容的标语外 ,还有一种在大赛前设置的 ,主

要起到提示作用的日期性标语 ,如“距第 28 届雅典奥运会

还有 47 天”、“距 2006 年场地自行车世锦赛还剩 50 天”

等。

2 . 1 . 2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按作用分类

不同内容的标语体现不同的目的 ,对运动员训练起到

不同的作用 ,总体上能起到美化训练环境、强化训练动机、

增强团队凝聚力和促进项目文化建设等作用。

11 美化训练环境

标语看板本身就是构成现场的一个装饰物 ,可以使原

本单调的训练场 ,由于增加了标语看板变得丰富多彩。管

理者在谋求标语看板美观的同时无形中也会促使现场环

境得到改善。

21 强化训练动机

许多标语看板内容为运动员设置了努力的目标 ,促使

运动员们之间的相互学习 ,这样便无形中有助于运动员训

练动机的改善 ,那么 ,当运动员的训练自觉性得到加强 ,训

练的效果也就会得到提高。

31 增强团队凝聚力

目视管理的透明性决定了所有看板都要正确、合理、

及时和准确地反映问题 ,代替了更多言语说教 ,运动员能

实实在在地体验内容 ,进而影响运动员的心理活动。这样

也就会促进运动员的参与意识 ,进而提高参与程度。无论

标语看板所表达的是什么信息 ,它是具体实在的 ,运动员

对真实刺激的信息兴趣更浓厚 ,同时 ,浓厚的兴趣会促使

运动员热情高涨 ,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训练中 ,有助于

增强团队凝聚力。

41 促进项目文化建设

不同项目可视化看板展现形式体现不同项目特征要

求 ,同时 ,也是项目文化建设的可视化部分。标语内容体

现技能要求外 ,也对运动员提出精神上的发展要求 ,如乒

乓球馆“新思想、新目标、新要求、新干劲”等标语 ,更是体

现了项目文化发展的要求。

2 . 1 . 3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按形式分类

2 . 1 . 3 . 1 　按制订来源分类

11 运动员集体创作

在备战 2004 年雅典奥运会时 ,国家游泳队训练场

(馆) 标语是由运动员们创作 ,如“用汗水编织梦想 ,用激情

超越自我 ,用拼搏铸就辉煌 !”、“龙腾希腊池中飞 ,凤翔雅

典水中舞 !”、“事在今天不留余力 ,意在奥运不留遗憾 !”等

标语。这些标语不仅折射出中国游泳健儿奋发向上的雄

心壮志 ,也体现出了积极备战奥运会的决心和信念 ,同时 ,

也有助于运动员赛前心情释放、目标设定和思想教育。

21 教练员或领队制定

吴侠飞自 1998 年担任国家羽毛球队领队以来 ,就开

始负责全部标语的起草工作 ,包括训练馆墙上的标语、出

征和庆功会或联欢会的标语 ,由李永波总教练决定所使用

标语的具体内容。

31 行政管理人员动员会上的警句及格言

此类标语在内容上更像是对体育时事格局进行分析

后的总结性短句 ,低调且带有一定普遍适用性 ,如“保持平

常心、立下拼搏志”、“迎接挑战 ,勇创佳绩”和“珍惜机遇 ,

战胜自我”等。

41 社会等其他方面

这方面标语的内容来源主要是借鉴和引用 ,如“亮剑”

标语来源于当时一部电视剧的名称。这类标语内涵较深 ,

适当引用也能对运动员的精神意志的培养起到促进作用。

2 . 1 . 3 . 2 　按张贴位置分类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主要是以场 (馆) 门口、场 (馆)

休息室、走廊、训练场 (馆) 墙壁为张贴地点 , 这样的层递

性的设置有助营造良好的训练氛围。

2 . 1 . 3 . 3 　按设置时间分类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设置时间主要分为平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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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不换) 、短时性 (季节性和阶段性标语) 、临时性 (体育

活动前后) ,不同时期设置的标语 ,一方面体现了时间维度

上的连续性 ;更主要反映出不同时期的训练目标与备战策

略。不同时期设置的标语因反映不同的目的 ,所使用展现

载体也不尽相同。

2 . 1 . 3 . 4 　按展现的载体形式分类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展现载体主要有喷漆形式

书写的单个字幅、小条幅、横幅或板式及贴图式标语。按

张贴时间可分为平时性标语、短时性标语和临时性标语。

平时性标语对运动员的作用时间最长 ,展现方式主要以逐

个字书写的字幅为主 ;短时性标语的时效性较强 ,有利于

更换 ,展现载体以条、横幅及看板式和贴图形式为主 ;临时

性标语针对某一活动 ,起醒目的宣传作用 ,展现方式取决

于体育事件的影响 ,以大、小条幅或横幅及其他等形式为

主 (图 2) 。场 (馆) 标语除具有以上表现形式外 ,在句式结

构上还具有一定的特点。

图 2 　国家队训练场(馆)平时性、季节性和阶段性的部分标语

2 . 2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句式结构与特点

2 . 2 . 1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句式结构

标语可以由一般的句子充任 ,也可以由词、短语等成

分充任[21 ] 。国家队训练场 (馆) 中的标语也是如此。从句

式上看 ,训练场 (馆) 标语文字简短 ,大多是几个字或十几

个字 ,最长也不超过几十个字 ,结构紧凑 ,语法简明。国家

队训练场 (馆) 标语也有其特定的结构 (表 2) 。

表 2 　国家队训练场 (馆)标语的句式结构一览表

　结　构 　　　　　　句型特征

单句式结构 文字少 ,句子短 ,内容单一 ,以陈述方式为主 ,能准
确、简明地传达和体现宣传者的决策和意图 ,便于
记忆和传诵 ,如“祖国在我心中”、“积极主动 ,风格
就是生命”等。

对举式结构 由两个字数相等或相近、结构相同或相似、意义上
有密切联系的短语或句子成双作对地排列在一
起。前后两句对立统一 ,语义相反或相辅相成 ,突
出内在联系 ,如“练时落地稳 ,赛时保冠军”、“卧薪
尝胆 ,奋发图强 ,从负开始 ,奋起直追”等。

排比式结构 把同一范围、同一性质的问题 ,连续用结构相同的
句子表达出来 ,步步深入 ,句式整齐匀称且富有韵
律感 ,能够起到增强语势的作用 ,如“新思想 ,新目
标 ,新要求 ,新干劲”、“志气 ,霸气 ,杀气”等。

并列式结构 文字简约 ,内容丰富 ,能展示多方面的要求 ,使其
对工作活动能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既是当前工
作活动的行为准则 ,也是一定时期的努力方向 ,如
“作风 ,技术 ,力量”、“纪律严明 ,作风顽强 ,团队至
上”等。

层递式结构 在内容上由小到大、由近及远 ;在形式上 ,层层推
进、步步深入 ,具有强大的动员、鼓舞和警示的力
量 ,如“刻苦训练 ,为国争光”、“点燃激情一刻 ,放
飞奥运梦想”等。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形式受内容及不同阶段的

限制 ,即内容决定形式。平时性标语 ,因使用时间较长 ,多

用单句、并列、层递结构 ,句式上力求简短 ,制作形式牢固 ,

多数固定在墙面上。对于季节性标语 ,多以单句等形式为

主 ,以横幅、条幅形式体现。对于阶段性标语 ,以对举式和

单句式结构为主 ,以横幅、条幅及面板式形式体现。季节

性和阶段性标语的时效性较平时性标语短 ,采用横幅、条

幅或面板式标语形式制作 ,便于灵活地拆装或改换 ,更重

要的是通过对标语看板形式的管理 ,方便对运动员实施目

视管理手段 ,培养运动员自我管理意识。

2 . 2 . 2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特点

2 . 2 . 2 . 1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时空性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时空性体现在时间维度的

连续性与空间维度的层递性。

首先 ,时间维度的连续性体现在标语出现的时宜性。

时宜性表现为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制作是以运动员

的训练阶段划分而定。运动员训练分平时性训练和短时

性训练 ,而短时性训练又分季节性和赛事前后的阶段性训

练。训练场 (馆) 标语的内容也反映出运动员训练的平时

性和短时阶段性特征。时宜性总体表现为在运动员平时

训练过程中 ,内容主要以技、战术要求为主 ;赛前训练阶段

主要以动员、激励为主 ;赛后主要以总结性内容为最多。

每个阶段都会出现不同要求和目的的标语 ,体现着标语的

时间连续性。

其次 ,空间维度的连续性体现在标语的设置空间的立

体感和层递性。从训练场 (馆) 门口 ———训练场 (馆) 内部

这种具有立体感和层递性的标语分布不是任意的 ,而是别

具匠心 ,为形成良好的训练氛围。从场 (馆) 门口到训练场

(馆) 内部 ,标语分布能产生一种连贯的整体效应 ,构成一

个特殊的空间 ,以至于进入这个空间就必须遵循其间的规

则 ,这种规则不仅体现每一条标语本身的规定 ,更是渗透

在整个场域中的某种文化的体现。

2 . 2 . 2 . 2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专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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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专项性主要指标语内容反

映不同的运动项目的竞技特征。不同的运动项目具有不

同的竞技特征 ,从而对运动员的专项能力要求也不尽相

同。从不同的训练场 (馆) 标语的字里行间就能反映出运

动项目技战术发展的专项性特征 ,同时 ,也对运动员提出

适应本项目运动素质的要求。

在不同项目国家队训练场 (馆)中 ,标语看板在显示出专

项性特征的同时 ,也存有共性的要求 ,如在培养爱国主义精

神方面 ,把强调为国争光、发扬拼搏精神作为首要要求。

3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设置的理论基础、影响因素及

评价原则

3 . 1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设置的理论基础

3 . 1 . 1 　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 ( Austin ) 和塞尔 ( Searle ) 的 言语 行 为理 论

( Speech act theory) 认为 ,有些话语不是用来记述事情的 ,

而是直接用来做事的 ,从而把话语分为施行式 ( Performa2

tive) 和记述式 (Constative) ,更侧重于从行为做事的角度来

看待语言。记述式的话语主要是用语句来表意 ,施行式话

语主要以言行事。记述式是隐蔽的施行式 ,是广义的言语

行为的一个子类 ,所有的言语都是行为[1 ] 。一个完整的言

语行为由三种行为组成 :“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 ) 、“言

外行为”( Illocutionary act ) 和“言后行为”( Perlocutionary

act ) 。言内行为 ,就是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 ,

言外行为 ,就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

语行为力量或称语力“言语行为力量”( Illocutionary force) ,

言后行为 ,就是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

某种效果[4 ] 。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看 ,标语也是对接受者

进行说明与劝导的一种言语行为。

Arreencriz (2007) 认为 ,个体行为取决于对环境的熟悉

程度 ,环境通常对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9 ] 。在国家队

训练场 (馆) 中 ,包括由运动员、教练员、标语、服装、场地装

饰及器材设施布置及训练活动等要素组成一个相互依赖、

相互作用 ,有着特定功能与作用的动态系统环境[19 ] 。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是围绕运动员的训练而设置

的 ,是以简短文字形式 ,对运动员提出要求或期望等内容 ,

体现着管理者的话语权。场 (馆)标语在时空方面的分布 ,在

美化训练环境的同时 ,也是一种视觉语言符号 ,体现着言语

行为特征 ,旨在让运动员接受的言语行为。这种特征是以一

种静态的视觉文字体现 ,通过视觉从而达到对运动员的目视

管理功能 ,对运动员的训练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

3 . 1 . 2 　目视管理理论

国家队训练场 (馆) 中目视管理的突出特点是以不同

形式的标语看板来体现对运动员的微观管理 ,以不同内容

体现管理者对运动员的目标设置要求[31 ] 。目视管理通过

标语看板体现 ,标语看板 ,实现对运动员的目视管理功能。

对标语看板的管理就是目视管理的具体运用 ,即标语的

“纲领性”和“鼓动性”特征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因

此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以其“鼓动性”内容对运动员训

练动机起到重要的影响。

在国家队训练场 (馆) 中 ,不同时期、不同内容、不同形

式的标语 ,是影响运动员训练动机的刺激物。动机 ( Moti2

vation) 是引起个体活动 ,维持已引起的活动 ,并促使该活

动朝向某一目标进行的内在作用[30 ] 。在维纳 ( Weiner ,

1972) 的动机自我归因论 ( Self2attribution theory) 中 ,动机并

非个人的性格 ,动机只是介于刺激事件 (如工作环境) ,与

个人处理该事件所表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而已[22 ] 。在

国家队训练场 (馆) 环境中 ,标语对运动员动机影响是通过

标语内容的表述 ,在一定的语境下 ,通过运动员已有的知

识背景 ,进行逻辑性推理 ,从而起到影响运动员训练动机 ,

最后实现标语内容所想达到的效果。

国家队训练场 (馆) 中的标语实质上就是不同具体可

视化载体形式体现的看板 ,内容体现着对运动员的目标和

要求 ,通过视觉 ,用无声代替更多的言语说教 ,实现对运动

员的管理 ,实现目视管理功能 ,促进运动员自我管理意识

的形成 (图 3) 。

图 3 　国家篮球队和国家乒乓球队训练场(馆)的部分标语

　　在国家队训练场 (馆) 的目视管理中 ,通过设置不同载

体形式的标语看板 ,以视觉信号为基本手段 ,以公开化为

基本原则 ,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展示管理者的要求和意图 ,

借以推动自主管理、自我控制 ,对运动员行使微观管理功

能 ,潜移默化地影响运动员的训练行为。目视管理理念在

具体实施中与标语看板间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关系

(图 4) 。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目视管理机制可以表述为 :

在训练场 (馆) 中 ,决策者或管理者通过各式标语看板对运

动员提出团队组织目标要求 ,然后 ,通过运动员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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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即目视管理来完成管理任务或改变自身行为 ,实现

标语的内容要求。最后 ,通过反馈机制 ,把效果传递给决

策者或管理者 ,重新制定标语。在这三者之间 ,教练员起

到协调作用 ,通过观察可以了解标语对运动员的作用 ,通

过反馈以利于决策管理层修订标语的内容。

图 4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看板的目视管理机制

　　运动员因所从事专项的不同而形成各自的项目团队

组织。团队组织的发展是以一定的团队组织目标为前提

的。清晰的团队组织目标往往能够扫清团队的工作障碍、

激励团队、鼓舞士气 ,同时清晰且鼓舞人心的团队组织目

标是团队存在的前提。制定出清晰的团队组织目标 ,还应

该用一些精炼而押韵的语言将其描述 ,以便于记忆[7 ] 。这

就形成了体现团体组织目标及要求的各种形式标语看板。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目视管理是在运动员训练

现场环境中 ,以体现团队组织的目标与要求 ,通过各种可

视化载体形式来激发运动员的认同感 ,促进运动员自我动

机强化并提高自我管理要求。

3 . 2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影响因素

作为信息的载体 ,标语的传播有明确的目的性 ,即标

语制订者通过传播途径向受众传播一定的信息量 ,而且这

种传播途径是有限制性的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3 . 2 . 1 　语言因素

从语言方面提高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作用 ,需考

虑用词规范、语气使用和语境运用三个方面因素 :

11 用词规范

任何语言使用规范性表现为使用要具有合法性 ,所谓

“语言行为的合法性”可以分为三个层面[6 ] :

首先 ,是语言形式的规范性。标语是以文字形式来表

现 ,必须符合我国现代汉语语言规范的一般要求 ,如标语

中不能用错字词、语句不通等。要注意保证其语意正确 ,

才有可能传递正确的信息。

其次 ,是符合社会观念的合理性。一条标语仅语言形

式正确是不够的 ,同时还包含着特定的社会观念。标语是

一种语言现象 ,任何语言现象总是和其文化背景下的社会

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公众在获得句子表面信息时 ,

也获得蕴涵在其深层的社会观念。如果公众无法认可这

一社会观念 ,该标语尽管语言形式完全正确 ,但还是无法

获得认可。

最后 ,是语言行为的合用性。任何言语行为都是在一

定的语境中实施 ,并由说话者和听话者共同完成的。语言

行为的特点是通过说一句话或若干句话来执行一个或若

干个行为及这些行为的实现可能给听话者带来某些后果。

21 语气使用

标语是制作者的思路及意志的体现 ,也是一种浓缩的

力量 ,是潜在的“规训”,对人有无形的控制影响。标语的

特性决定了每一条标语在主观上都含有某种意愿 :或命

令、或禁止、或劝说、或希冀等 ,可以起到规范管理作用。

当这种主观意愿一旦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公之于众 ,它就不

再是一厢情愿的了 ,而极易成为一种客观的力量。

标语除表述一定内容宣传外 ,还要能在理智和情感上

启发、打动人们 ,肩负着“社会教育”的使命。在影响社会

舆论和文化传播中 ,其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起着不可忽视的

导向作用 ,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明程度。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在语气使用上 ,应当在“晓之以理 ,告之以规 ,明

于行止”的同时 ,适当体现呵护。

31 语境运用

语境 ( Context ) ,就是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客观因

素和使用语言的人的身份、思想、性格、职业、修养、处境、

心情等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17 ] 。语境总是

客观存在的现实 ,而适应语境则是一种主观行为。它是言

语表达者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在言语实践中的反映[3 ] 。人

们对语言的理解 ,很大一部分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的。

标语也是语言表现形式 ,也存在语境问题。国家队训

练场 (馆) 标语的语境是指标语的表述内容是在一定的背

景下才能被理解的。国家队训练场 (馆) 中的标语语境与

运动员的认知心理及项目的发展历程有关 ,如体操训练场

(馆) 中“卧薪尝胆 ,奋发图强 ,从负开始 ,奋起直追”标语 ,

这是在 2004 雅典奥运会失利后设置的 ,只有在了解一定

背景知识的基础上才能理解这一标语的意义。

3 . 2 . 2 　内容因素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要表达的内容 ,即立意 ,是指

标语主题的确立 ,即所要表达的目的和意图。在制订国家

队训练场 (馆) 标语内容时 ,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11 针对性要强

国家队训练场 (馆 ) 标语 ,表达了制订者的愿望和要

求 ,在运动训练过程中有很强的针对性 ,表现在关注不同

比赛、体现项目特征及运动员职业精神要求等方面的标语

上。不同的运动项目有不同的特征要求 ,在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针对性运用上 ,要充分发挥无声语言的作用 ,

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要做到有的放矢、切中肯綮 ,忌用模

糊、口罗唆的语言 ,否则会使运动员疑惑、反应不强烈 ,降低

标语的宣传作用 ,成为失效的标语。制订标语内容时 ,需

认真准备 ,反复研究 ,针对不同要求有针对性地选用。

21 从多角度进行思考

要获得多角度的立意 ,就要根据管理要求、励志教育

和反映项目特征等多方面的要求进行内容创作 ,以经验知

识为起点 ,认知方式为媒介去发掘事物意义 ,可从相互联

系着的内角度和外角度考虑。

内角度是反映标语制订者的经验或判断 ,是逻辑起点

或情绪基点 ,实质上是指标语的内容是否反映该运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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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征及发展规划 ;外角度是标语所处的时间、空间位

置 ,实质上是指被运动员理解、接受的效果。

31 体现以人为本思想

有时“接受对象”的不同 ,对同一信息素材的关注角度

是不同的。对于同一内容的标语 ,不同项目的运动员的理

解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制

订中 ,制订者要从表达意图出发 ,打破常规性思维的直线

性、单面性、封闭性 ,展开多向思维 ,从不同的角度挖掘所

写标语所蕴含的思想意义 ,才能找到新颖的立论 ,才会提

炼出主体思想 ,写出有特色的标语。

3 . 2 . 3 　形式因素

人类获取的信息中 ,大约有 80 %的信息是通过视觉获

得的。汉字作为图形的一种特殊构成形式 ,形象直观、生

动 ,传递信息直接、准确 ,更易识别 ,有利于记忆。这也正

是标语通过视觉冲击力影响人的心理 ,从而影响人们行为

的作用之体现。

标语的基本特点是语言精练、言简意赅、文字形式简

洁、醒目、耐人寻味 ;口头表达时琅琅上口 ,易记易念。虽

然简短 ,但其内涵非常丰富。通过标语可以反映人们集体

行动的主旨、目的、计划等。也正因标语的语言特点 ,使得

标语的展现方式及使用载体具有特殊性。

如果悬挂或张贴的标语在形式、字体、大小、用料等方

面未经认真考虑 ,与训练环境的布置不和谐 ,会让人感到

多余、有碍视野。一种下意识的反感常使人再无心情去品

味上面的内容。所以 ,标语的形式及安放等方面设计也要

讲究艺术性。良好的表现形式有利于标语内容的传播 ,有

助于训练场 (馆) 标语有效性的进一步发挥。

3 . 2 . 4 　传播时效性因素

时效 ( Timeliness) ,应为因时间抢先而带来的优势效

应[9 ] 。“时效”一词有两层意思 ,其一是指一定时间内能起

的作用 ,其二是指法律规定刑事责任和民事诉讼权利的有

效期[27 ]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传播中的时效性问题偏

向前者。

不同的信息具有不同程度的时效性。时效性有长、

短、强、弱之分。短时效信息 ,是时过境迁的信息 ,指只有

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才有作用[16 ] 。时效极短的信息 ,仅仅是

一些信号 ;长时效信息常常是凝固成知识的信息。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是传递信息的载体 ,也具有时

效性特征 ,但这种时效性不同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新闻

报道的时效性的特点是让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信息 ,

而体育场 (馆) 标语的时效性更注重在一段时期内标语内

涵对运动员的作用 (图 5) 。

图 5 　国家体操队不同时期的标语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时效性体现在不同时期所

表达的目标和实质内涵不同。国家体操队训练场 (馆) 标

语在时效性因素上体现最为突出。

11 备战雅典奥运会时中国体操队训练场 (馆) 标语

国家体操队备战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前形势很好。因

为在 2002 年美国阿纳海姆世界锦标赛上 ,中国队以 5 金 2

银 1 铜的战绩创造了中国体操史的新纪录 ,同时 ,还拥有

一批小将。这时的标语为“奋力创新 ,争做雅典奥运冠

军”,表达出国家体操队在奥运会上力争优异的雄心。

21 雅典奥运会失利后中国体操队训练场 (馆) 标语

比赛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在雅典奥运会上 ,中国体

操队的表现不尽人意 ,接二连三的失误 ,甚至有人对中国

体操队的真实水平产生质疑。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体操队

痛定思痛 ,认真总结失误的原因 ,“卧薪尝胆 ,奋发图强 ,从

负开始 ,奋起直追”的标语的提出表现出国家体操队再创

辉煌的决心。在标语的耳濡目染下 ,国家体操队在 2006

年世界体操锦标赛中一鸣惊人 ,以 8 金的优异成绩取得了

中国体操史上最辉煌的成就。

31 备战北京奥运会中国体操队训练场 (馆) 标语

在 2006 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取得辉煌的同时 ,也给我

国体操发展带来更多的启示与挑战。雅典奥运会后 ,体操

比赛采用了难度不设上限 ,将难度和动作完成质量分开打

分 ,再计总分的新规则。新规则实施给世界体操带来了明

显变化 ,结果就是各国都开始追求难度分的提高。难度与

质量是一对共存矛盾 ,面对新规则 ,中国体操队把落地作

为一件大事来抓。“狠抓成套稳定性 ,狠抓落地稳定性”标

语的提出表现出中国体操队在上难度动作的同时 ,更加注

重确保动作的完成质量 ,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体操队备战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工作重点。

一些时代久远的标语仍旧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震撼

力 ,这类标语时效性长 ,能经久不衰发挥着影响力 ,一方

面 ,在于标语的时间性因素 ,另一方面 ,在于它的实质内

容 ,体现的是一种体育精神内涵。

3 . 3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评价原则

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式 ,标语也是语言 ,其本身起到

一个宣传作用 ,透过标语的背后可以看出其思维导向。寥

24

体育科学 2008 年 (第 28 卷)第 11 期



寥数言的标语 ,不但折射着时代精神 ,在闪烁着智慧的同

时 ,还体现了运动项目的发展方向 ,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容

忽视的。

3 . 3 . 1 　有效性原则

言语行为的有效性 ( Effectiveness) ,指言语行为会对人

的行为产生影响 ,体现在标语被人所理解和关注[14 ] 。要做

到上述要求 ,首先 ,在标语语言形式的规范性 ,即文字正

确、语句通顺 ,传递正确信息。正确性是标语写作规范性

中最基本的要求 ,同时标语的写作必须注意观点正确、立

场坚定和积极健康。这样的标语才能充分发挥标语的强

大宣传教育作用。如果标语内容不正确 ,则不但不能起到

宣传鼓动作用 ,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语句通顺是指标语

的写法必须符合逻辑表达习惯 ,不得出现明显的歧义。必

须使用规范性文明语言 ,不能充满暴力色彩 ,否则也会对

运动员情绪起到负面影响 ,甚至引发不良行为。传递正确

信息 ,指标语内容必须要符合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要

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创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

总体要求。

其次 ,体现在社会观念的合理性 ,即标语内容包含特

定的社会观念能够被认同 ,才能起到作用 ,产生预期效果 ,

从而达到目的。国家队训练场 (馆) 中标语 ,要得到运动员

的认可 ,必须体现以人为本 ,富有情感。情感是标语达到

宣传鼓动目的的重要因素。作为最大众化的理论宣传形

式的标语 ,除了晓之以理 ,还应动之以情。情感是说理教

育的辅助力量 ,是打动人心的重要影响因素。当标语的内

容与运动员产生共鸣时 ,标语才会打动人心 ,起到一定的

作用。决策者在制作标语的时候 ,必须学会换位思考 ,设

身处地为受众着想 ,体现以人为主体 ,考虑到公众的可接

受程度。这样能使运动员产生有亲切感的标语 ,才能使运

动员产生全身心的良性反应 ,达到标语的预期效果。相

反 ,如果多数运动员不能快捷地从中找到和自己的内在联

系 ,再多的标语也会熟视无睹 ,对他们来说 ,那只不过是墙

上的几行字而已。因此 ,标语的写作要充分渗透情感 ,忌

政治说教。

3 . 3 . 2 　创新性原则

创新性 ( Innovation) 是指标语的内容要能体现出时代

性。标语要求内容要紧跟着时代发展步伐 ,紧扣时代脉

搏。

对于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 ,要能反映竞技体育事业

的时代发展趋势 ,紧密配合当前国际体育发展形势。关心

体育时事 ,深刻领会各时期体育事业的发展走向 ,创新标

语的写作素材 ,才能符合体育运动趋势与精神文化 ,创作

出富有时代感的训练场 (馆) 标语。

同时 ,在创作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时 ,要克服雷同

的表达。有些标语本身内容不错 ,如“挑战极限 ,战胜自

我”,让人感到自然与亲切 ,当遍布于各处 ,就显得千篇一

律 ,必然会缺少了视觉的冲击力 ,也缺乏标语宣传的鲜明

个性。个性化的时代要求标语内容的选择要富有创造性。

简单的重复雷同 ,只能反映出管理者目标的模糊 ,运动项

目个性的失落。

标语只有不断创新 ,才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创新是国

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发展的动力 ,也是发展的趋势。当

然 ,这种创新是在国家运动项目发展规划前提下进行的 ,

同时结合运动项目精神文化发展趋势 ,这样的训练场 (馆)

标语才具有生命力。

最后 ,在对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内容进行创新的同

时 ,也要对历年来的标语进行收集、归纳和整理。这样一

方面能很好地回顾我国竞技运动训练发展历程 ,另一方面

是要从中找到项目发展动力和运动员激励的动机源泉。

市场经济下 ,运动员动机弱化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关

注[13 ] 。利用好承载着励志教育的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

这种载体形式 ,遵循一定的原则进行标语创作 ,才能更好

地发挥训练场 (馆) 标语对运动员的积极作用。

3 . 3 . 3 　简洁性原则

简洁性 ( Conciseness) 体现在用词经济性方面 ,即在文

字表达中尽可能用最少的字表达出更多的意图。标语的

形式短小 ,文字简洁 ,才能便于广为传诵。

训练场 (馆) 标语首先语言上要简洁凝炼 ,忌口罗唆。标

语是在各种公开场合运用的语言 ,诉诸视觉时 ,常常是擦

目而过。标语的真谛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人深刻的记忆。

过于繁琐的标语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其次 ,表达意思明

晰。明晰表现在用准确明了的语言去表达标语的鲜明思

想 ,如宣传提倡什么 ,反对或抵制什么 ,都必须明明白白 ,

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最后 ,好的标语都应采用通用词

语 ,不用晦涩、艰深、生僻、有歧义的词语 ,尽量使用短语短

句 ,少用或不用有多层修饰成分的长句 ,言辞决不能含含

糊糊、吞吞吐吐、模棱两可 ,表达要简洁明了 ,言简意赅。

4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设置中存在的问题与策略

4 . 1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4 . 1 . 1 　标语内容失当与“不良标语”

11 标语内容失当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有个别目标不明确、没有具体实质

性内容的标语 ,没有很好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首先 ,体现在内容设置不当方面 ,甚至可能会是误导 ,

如国家田径队“敢想敢做拼命去做”标语 ,易使运动员产生

歧义 ,误以为只要能吃苦、肯拼命就能成功 ,可能会导致运

动员的无谓损伤。在重大大赛备战中 ,应更多思考如何用

创新性理念、更人性化手段引领科学训练 ,而不是误导。

其次 ,体现在标语内容不具体方面 ,如国家跳水队有

“1234567”这个标语 ,从字面上没有任何意义 ,可能是要求

运动员去做什么、或是放松、或是一种心理暗示的一种辅

助手段。在运动员训练时 ,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动作上 ,

而是把一部分注意力分散在联想上 ,这条标语内容设置的

初衷就可能与运动员的训练要求不太相符 (图 6) 。

34

石　岩 ,等 : 国家队训练场 (馆)标语设置理论、问题与策略



图 6 　国家田径队和国家跳水队训练场 (馆) 的部分标语

　　21 不良标语

所谓不良标语 ,是指不利于运动员身心发展的标语。

首先 ,标语内容的针对性不适宜。运动员因从事项目

有异 ,其年龄与心理特征不同。有些训练场 (馆) 标语没有

很好地分析运动员的身心特点及不同年龄层次运动员的

价值取向 ,从而导致国家队训练场 (馆) 部分标语内容发布

不适宜 ,从而影响训练场 (馆 ) 标语作用的进一步有效发

挥 ,甚至有些训练场 (馆) 标语内容起到负面影响 ,不利于

运动员的身心和谐发展[10 ] 。

其次 ,标语内容的不良性 ,如国家体操队训练馆中“坚

决消灭勾、曲、分”标语。体操运动员是经过层层筛选 ,在

初训时 ,就要求技术规范 ,这句标语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当运动员训练时 ,无论是看到或想到这句标语时 ,都有可

能会对运动员起到一种消极暗示作用。

最后 ,在标语的措词方面 ,如“坚决消灭”就充满暴力

性 ,更是体现一种话语权力的示威。可以说“蓄势练兵 ,直

捣东京”、“坚决消灭”及“横刀立马唯我中国之队”等此类

内容的标语 ,当属不良或消极性标语 (图 7) 。

图 7 　国家羽毛球队和国家体操队训练场 (馆) 的部分标语

4 . 1 . 2 　标语形式化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形式化主要是指在标语的

制作及使用上创新性不够。

11 标语内容的形式化

训练场 (馆) 标语内容的形式化体现创新性及时效性

不够 ,内容雷同。许多标语内容的重复使得有些标语流于

形式 ,落于俗套 ,体现不出新时期运动项目发展及体育精

神内涵。标语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要不断创新 ,折

射出时代发展下的体育项目特点[12 ] ,使标语落在实处 ,切

实可行。

在不同项目的训练场 (馆) 中 ,可以考虑使用不同载体

形式的标语 ,可以以项目的特征为主题设计标语。这样既

可以调节训练氛围 ,又可以宣传项目文化特征。真正的标

语必须“挂在心里”才能起到鼓动作用 ,否则 ,就成了形式

主义。

21 标语展现载体的形式化

现在体育比赛活动明显增多 ,各类标语频繁出现在体

育活动中 ,围绕在运动员周围 ,影响着运动员的训练情绪

与动机。总体上看 ,其展示方式比较单一 ,一般以红底白

字的字幅 (长久性标语) 、条幅和横幅 (短时性标语和临时

性) 形式为主 ,千篇一律的表面方式会减弱对运动员的视

觉冲击力。这样不仅起不到对运动员训练的强化作用 ,还

会造成标语“泛滥”和视觉的“污染”。富有创新性的设计

创意和使用才能更有效地传递标语内容。

4 . 1 . 3 　标语使用过度

铺天盖地的标语也能形成一种气氛 ,但同时也形成无

形的压力。压力太大 ,受众的感觉将是被长期“鞭打”着向

设定的方向走去 ,虽然最终也可能达到目标 ,但形成的气

氛是压抑的。相反 ,赛前的调整则更需要的是创建一种适

度压力的训练氛围。

训练场 (馆) 标语使用过度主要表现在超量、“泛滥”与

“污染”方面。

首先 ,表现在使用标语的数量上。在某些大赛前 ,各

种内容的标语出现在运动员周围 ,充斥着运动员的视野 ,

不仅没有起到赛前的动员作用 ,反而加重运动员的心理负

担。

其次 ,表现在标语字数的使用上。一般认为 ,字数较

少有助于记忆深刻。运动员的训练过程是长期而枯燥的。

缓解运动员的疲劳也是运动训练过程中要着重考虑的问

题。字数过长的训练场 (馆) 标语也会造成运动员的熟视

无睹 ,很难使运动员记忆深刻 ,结果可能没起到应有的激

励和目视管理作用 ,相反 ,可能弱化标语的微观管理功能。

最后 ,标语的过度使用还表现在数量和发布地点不当

方面 ,如有些标语发布在运动员食堂和公寓等。虽然标语

发布者的初衷是良好的 ,但对于运动员而言 ,面对铺天盖

地的标语“污染”,标语的效果就很令人深思了 (图 8) 。

4 . 1 . 4 　管理机制尚未完善

任何一个项目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最终都是要为

运动员服务的。由于立意角度的不同 ,标语的内容也不

同 ,这也直接影响到标语的导向作用。

国家队训练场 (馆 ) 标语来源于运动员、领队或教练

员、行政管理人员和社会其他四个主要方面 ,如“龙腾希腊

池中飞 ,凤翔雅典水中舞 !”(来源于运动员) 、“确保前四 ,

冲击前二”(来源于行政管理人员) 等。由运动员制作标语

是从运动员自身出发 ,可以更好地贴近运动员的心声 ,有

助于运动员的赛前动员 ,但在贯彻教练员意图和项目规

划、发展、风格方面体现不够突出 ;由教练员、领队人员制

定的标语 ,多以体现宏观性导向性内容为主 ;对于行政管

理人员制作的标语 ,在语气使用上命令性较强 ,人性化方

面体现不够 ,一厢情愿的愿望 ,会弱化标语的使用效果。

目前 ,对训练场 (馆) 标语的时效性、书写的注意事项

及技术要求 ,没有统一的标准可参照 ,同时 ,还没有建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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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反馈机制 ,也将直接影响到标语传播的效果。

图 8 　国家水球队适应性训练场 (馆) 与

国家自行车队运动员餐厅的部分标语

　　可以说 ,现在对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管理机制尚

未完善 ,在管理上属“单兵”作战、“各自为战”,缺乏有组织

性的管理制度。

4 . 2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设置的策略

4 . 2 . 1 　从语言学视角规范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用词

首先 ,要从语言学角度讲究标语的文字规范 ,对用词

等方面提出严格要求。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是管理者

与运动员之间的一种语言性交际载体 ,其本身也是一种语

体 ,应遵循语体的规则 ,体现在语言的修辞、语境、反映民

族习性等方面。

其次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有效性还表现在必须

被接受 ;而被接受 ,就必须被理解 ,而要被理解 ,就必须被

关注。标语必须符合一般的语言规范 ,如用语要讲求礼貌

等[24 ]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内容要精炼且深刻 ,才能

引起运动员的关注和记忆 ,同时标语所用语言的难度 ,要

能被运动员所理解 ,才易于被运动员所接受 ,起到充分调

动运动员积极性的作用。

最后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内容上要求体现创新性

和时代性 ,提出稍领先于时势或顺应时势、针对性强的标

语 ,才能有效地激励运动员 ,甚至成为体育精神的代言词 ,

成为长期的训练场 (馆) 标语。

4 . 2 . 2 　从管理学视角加强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看板

与目视管理作用

在影响运动员心理疲劳的因素中 ,管理制度不合理、

管理环境太封闭、队内环境不和谐是最主要原因 ,变换训

练方式 ,改善训练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运动员的运

动性心理疲劳[25 ] 。

国家队训练场 (馆) 环境中的标语 ,首先可以美化训练

现场环境、营造训练氛围 ,在一定程度可以缓解运动员的

心理压力。同时 ,创建适合青少年运动员身心特点的训练

环境氛围 ,也是体现人性化 ,能让运动员在安全、舒适、宽

松的环境下练习技艺 ,更能适应运动员身心全面发展的需

要。

其次 ,体现团队共同目标的训练场 (馆) 标语能有效地

增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 ,实现对运动员的有效管理 ,达到

个体运动员与组织集体精神共同激励 ,有利于持续激励运

动员的竞争意识和训练热情 ,使运动项目的发展获得持续

不断的动力 ,也使得不同专项的运动员在技术成熟时 ,也

会形成独特的项目风格和项目文化。

最后 ,在对训练场 (馆) 标语管理的同时 ,也要考虑到

不同运动项目的发展规划 ,即通过对标语的管理达到对运

动项目规划的管理。对于优势项目 ,标语内容要注重核心

技术的发展 ,培育项目风格 ,树立项目品牌文化。对于潜

优势项目 ,注重信心与决心的培育。对于有待突破项目 ,

标语内容一方面体现技术、战术发展 ,另一方面 ,也要反映

思想观念上的突破 ,才能使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功能

与作用更进一步提升。

对于场 (馆) 标语管理 ,可建立或依托由专人 (工艺美

术界和传媒人士 2～3 人) 组成的信息机构 ,明确职责 ,分

工协作 ,负责标语的收集、整理、分析、指挥 (制定标语和向

上级汇报) 以及执行 (制作、张贴、反馈) 工作 ,形成一个良

性、有序且高效的管理制度。

4 . 2 . 3 　从传播学视角拓宽场 (馆) 标语的传播途径

信息在传播过程中 ,要经过把关人 (传播者) 的过滤才

传给接受者 ,而传播信息行为是有目的性、有计划进行的

控制性行为[23 ] 。

在国家队训练场 (馆) 中 ,标语的内容由运动员、教练

员及科研或行政管理人员等进行创作 ,经相关人员制作成

传达一定信息的标语看板。标语的内容是在一定的形势

下提出的 ,具有一定的目的性 ,反映出对运动员的要求或

目标设置。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也属注目性语言 ,也要

进行适度有效的宣传 ,才能引起运动员的视觉、听觉全方

位的关注 ,更好地被理解和记忆深刻 ,达到训练场 (馆) 标

语的目视管理作用 ,从而积极、有效地影响运动员动机和

训练行为。

国家队训练场 (馆) 的标语是否对运动员的动机与行

为产生影响 ,且影响程度如何 ,这些必须通过运动员的反

馈才能获知。同时 ,反馈 ( Feedback) 也是标语有效性传播

途径中的一个环节 ,对提高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有效性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图 9) 。

图 9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传播流程图

　　在这个传播流程中 ,在不同形势下的内容设置是传播

的前提基础 ,良好的传播途径是标语看板更有效发挥作用

的保障 ,反馈机制是检验标语效果的评价手段。建立良好

的传播与反馈渠道才能及时检验和提高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有效性。

4 . 2 . 4 　从广告学视角完善或改进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

设计与制作形式

对于广告语的制作 ,不在于追求文字的优美、堆砌华

丽的辞藻 ,而要讲究艺术性。这种艺术性要以广告的科学

性为前提。科学性代表方向 ,艺术性代表动力 ,在正确的

方向上加强动力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26 ] 。需要把真、善、

美的意境和人文关怀予以传递 ,见证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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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在标语的创作中 ,也要体现这种创意 ,才能给人视觉

冲击力和强烈的心灵震撼力[15 ] 。

广告的视觉冲击力来源于精心的设计 ,广告标语吸引

人的关键在于创意设计。由于现代人每日面对的传播讯

息量太大 ,想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提高广告的效力 ,就必

须做创意设计。创意设计可分为文字撰写与美术设计两

部分。文字撰写在一则广告中 ,往往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

因为一个成功的广告创意 ,还要靠富有视觉意象的文字来

表达。美术设计也同样重要 ,若以色彩丰富的图画作为标

语的背景成为文字符号视觉的延伸 ,文字更可深植人心与

记忆深刻 ,广告标语的影响力会大幅地提升。

广告标语的创意也给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的制作

带来了诸多启示 ,更多是从广告美学角度提高国家队训练

场 (馆) 标语制作形式。标语创意制作 ,可借助工艺美术方

法 ,充分体现出标语的教育作用 ,而且可以提高中华民族

的凝聚力[18 ] 。这些具有民族体育精粹的设计创意也可以

运用到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看板上 ,从视觉上为运动员

营造和谐的训练环境。

5 　小结

11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是指针对国家队运动员 ,通

过各种可视化载体形式 ,以体现团体组织目标及要求为内

容 ,利用视觉影响运动员动机及训练行为的标语。它实质

上是信息传递的一种看板载体。

2 .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具有时空性和专项性特征 ,

以可视化载体形式对运动员实施目视管理功能 ;在内容上

可分为欢迎类、励志类、竞技要求类及日期提示类 ;在形式

上可按空间位置、张贴方式、展现载体及张贴时间进行分

类。

3 .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看板体现着管理者的话语

权 ,是目视管理的载体 ,目视管理是通过标语看板实现的 ,

两者在运用中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对标语看板的有效管

理能使国家队训练场 (馆) 现场目视管理得以有效实施 ,有

利于促进运动员训练过程的微观管理。

4 .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设置的影响因素有语言因

素、内容因素、形式因素和传播因素 ,其评价可从有效性、

创新性和简洁性等方面来进行。

5 . 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设置的主要问题是个别标

语内容失当与“不良标语”、标语形式化、标语使用过度和

管理机制尚未完善等。可以从语言学、管理学、传播学及

广告学等方面提高国家队训练场 (馆) 标语制订的效果 ,进

一步发挥训练场 (馆) 标语对运动员训练动机激发和目视

管理作用 ,以便更好备战重大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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