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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学习型教练员团队的理论分析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Establishing Learning Coach Team in China

石　岩1, 赵　阳1, 田麦久2

SHI Yan 1, ZHAO Yang 1, TIAN Mai 2jiu2

摘　要: 我国已形成一个以学历教育为基础, 以教练员岗位培训为重点, 包括各种高级研讨班和
培训班等多种形式的国家队教练员发展体系。国家队教练员的素质能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但从学习和培训的要素来看仍存在 5 种学习智障: 个体化学习、共性化学习、适应性学习、单程
化学习和制度化学习。在国家队建立学习型教练员团队有助于解决这些智障, 其内容更具时代
特征, 更接近我国竞技体育教练员发展的需要; 更多考虑运动训练工作绩效的提高; 形式更加多
样化; 符合我国“奥运争光计划”的精神; 在情感和文化传统上更易被国家队教练员接受。我国国
家队建立学习型教练员团队是有价值且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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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 new type of coach’s developing system has been formed including all kinds of

senior seminars and training classes on the base of academic education with the focal point of

coach’s on 2job training.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team coach has been improved considerably .

However , from the elements of learning to training , there exist five kinds of learning obstacles :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 generality , adaptability , one 2way and systematized lea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learning coach team in national team has benefit to solve these obstacles . Its

contents have tim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form to the need of development of our sport coach

and Olympic Glorious Program , and easily to be accepted by national coach in their emo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 It is valuable and feasible to establish learning coach team in nationa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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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型组织 ( learning organization , LO ) , 以其内部极强

的学习力和持续的更新能力保证了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成

为 21 世纪管理的新方向, 在国内外各界已经形成燎原之势。

相比之下, LO 对于我国竞技体育来说, 还是个新鲜事物, 在

国内竞技体育中鲜有对LO 的研究和实践, 国家队教练员发

展方面更没有涉及这个领域。

本文针对LO 的理论和实践现状, 结合我国体育教练员

岗位培训 (China Sports Coach Training , CSCPT ) 制度下国

家队教练员发展的情况, 从组织学习视角分析国家队教练员

发展过程中的学习智障, 在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探讨LO 在国

家队教练员中实施的可行性。

1　国家队教练员发展概述

随着竞技体育的发展, 提高运动成绩的难度越来越大,

这使得现代竞技体育对科学技术依赖的程度越来越大。因

此, 提高教练员素质已成为世界各国提高竞技体育科学化训

练水平的主要途径[1]。为落实“奥运争光计划”的目标, 必须

有计划、有目的地提高教练员素质, 造就一支高水平教练员

队伍。“学习是工作和创新的桥梁。”[2] 国家体育总局段世杰

副局长在首期“国家队教练员培训班”上指出,“在 2008 年奥

运会上, 中国代表团能取得什么成绩, 教练员是关键, 是培养

优秀运动员、培训人才的主体”。因此, 国家队教练员素质的

提高和发展更加具有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 [3]。

1.1 　国家队教练员发展的沿革

1.1.1 　起步期

20 世纪 50 年代, 中国各个竞技项目基本上都是从零开

始, 学习和引进国外 (主要是前苏联和匈牙利等国家) 先进的

训练理论、运动技术和方法, 采取聘请外国专家执教和派团

出访等措施, 积极参加国际竞赛交流[4] , 在消化和吸收国外

先进技术与理论的同时, 开始了技术上的创新。

20 世纪 60 年代～ 80 年代末期, 我国曾采用多种形式提

高教练员的素质, 包括学历教育, 举办各类短训班, 利用专业

报刊、资料为教练员提供信息服务等。其中, 学历教育主要是

通过体育学院正规教育培养教练员的单一培训体系。这些都

为教练员水平的提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但远远不能满足体

育事业发展的需要[5]。

1.1.2 　发展期

这段时期, 我国教练员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提高科学文化

水平, 形成了以学历教育为基础, 以教练员岗位培训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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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各类短期培训和信息服务等形式的教练员培训体系。

从 1987 年起, 教练员岗位培训制度经历了 3 个阶段:1 )

1987—1990 年,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制定初步方案, 首先从

田径项目开始试点;2 ) 1991—1995 年, 建立制度框架并逐步

推广 (以 18 个奥运会重点项目为重点) ;3 ) 1995 以来, 逐步完

善制度, 全面实施培训。目前, 我国体育教练员岗位培训初见

成效, 朝着有计划、规范化、制度化、国际化轨道不断迈进。

1.1.3 　完善期

随着国家级教练员的基础理论教育基本完成, 国家队教

练员发展的方式、方法也逐步完善, 主要有以下变化:

1.1.3.1 　CSCPT 的新发展

近 5 年来, CSCPT 为了顺应竞技体育的发展, 与时俱进

地引入“专题报告互动教学法”和“能力本位”教学模式。

11“专题报告互动教学法”的引入

传统教育方法的好处是教练员吸收的知识和信息量大、

快捷, 弊端是难以调动教练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培养创新性思

维, 这显然不符合高级教练员的发展需要。从2001 年开始, 国

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在国家级教练员研讨班上进行“专题报告

互动教学法”的尝试, 充分体现教练员与教练员之间的互动、

教练员与专家之间的互动, 培养教练员创新能力和不断学习

的能力。经过几届的实践与探索, 采用“专题报告互动教学

法”教学效果显著。为了使“专题报告互动教学法”更加有效

可行, 左琼 (2003) [6] 提出了 6 种具体运作方式。

21“能力本位”教学模式的引入

随着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 教练员岗位培训中也暴露出

一些问题。“在培训教学领域中, 教育观念滞后, 培训内容、方

法、手段及考核等基本上还在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 过分注

重学科体系理论的完整性, 注重理论和知识的传授, 与各运

动项目教练员指导训练、指挥竞赛、管理队伍的实际需要联系不

紧密, 对教练员岗位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 难以达到提高教练员

综合职业能力的目标。”[7] 基于“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着教练员

岗位培训的质量, 制约着教练员岗位培训的持续发展”, 国家体

育总局办公厅于 2002 年将“能力本位”(Competency 2Based 2
Education , CBE )模式引入教练员岗位培训。

“能力本位”思想的核心是能力, 是指“受训者能胜任其

未来所将从事的工作或活动, 所拥有的从事某一活动或工作

必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knowledge 、skill、attitude , KSAs )

等”[8]。CBE 改变传统的“学科本位”的教育思想, 将教练员指

导训练、指挥比赛、管理队伍等具体的职业能力要求作为培

训目标。朱佩兰 (2001) [9] 首先就有关“能力本位”教学模式进

行了探索。与传统的教练员培训教学模式相比, CBE 模式在

许多方面都发生了转变:1 ) 角色的转换和上课方式的转变;

2) 专题化课程设计思想;3 ) 教学方法选择的灵活多样;4 ) 考

核评价方式的转变[10]。CBE 模式引导下的教学方法也更加

丰富多样[11]。

1.1.3.2 　新举措

随着教练员岗位培训工作的不断推进, 以及“奥运争光

计划”和“119 工程”的日渐深入, 又有很多新举措纳入到国家

级和国家队教练员的培训与发展的工作中。

首先,2001 年 7 月 13 日北京获得 2008 年第 29 届奥运会

承办权以来, 我国围绕“2004、2008 年奥运会及竞技体育持续

发展和高水平发展需要一大批优秀教练员”这一核心问题,

开办了以提高教练员创新能力为主题的国家级教练员研讨

班。研讨内容以提高国家级教练员科学训练能力的理念性知

识为主, 重点突出创新能力的培养; 授课形式更加多样, 包括

分散自学与专项研讨, 研讨班集中授课、分组讨论、论文交流

等; 授课教师由体育界内外的多学科专家组成, 包括官员、中

外学者、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 其中, 优秀教练员均为有较高

学历的学者型专家, 他们在师资构成中的比例呈现稳定的上

升趋势 (表 1)。

其次, 相继开展了单项的专门研讨 (皮划艇、射击等)、某

一运动能力的专项研讨 (心理、体能等) 以及单一学科的研讨

会 (运动训练学)等。

第三,2005 年, 作为备战2008 年第29 届奥运会的重要环

节, 国家体育总局组织了第一期“国家队教练员培训班”(表

1)。参加培训的教练员都是中国参加 2008 年第 29 届奥运会

的中坚力量, 同时, 这也是国家体育总局历史上第一次把所

有项目的国家队教练员汇聚在一起上课。

表 1　2001 年以来国家级教练员培训情况一览表

名　称 内　容　　　　　　 师资构成 (人数)

2001 年11 月 第一期国家级教练员研讨班 创新思维、领导艺术、优秀教练员素质、乒乓球常胜规
律、2008 年我国竞技体育目标与任务

官员 (4)
学者 (3)

2002 年4 月 备战 2008 年奥运会心理训练
研讨会

心理训练内容、方法与实施
技能训练与心理训练结合问题

学者 (3)
教练员 (2)

2002 年11 月 第二期国家级教练员研讨班 教练员艺术与科学、领导艺术、科学训练、赛前训练计
划、创新能力等

官员 (1)
学者 (4)
教练员 (2)

2002 年11 月 备战 2008 年奥运会教练员体
能训练研修班

营养、恢复、预防伤病、竞技能力等 学者 (6)
教练员 (4)

2003 年10 月 第三期国家级教练员研讨班 教练员艺术、领导艺术、科学训练、创新能力等 同第二期

2004 年4 月 “科技把脉119”高层论坛 训练理论、耐力训练、力量训练 学者 (俄:3 ; 乌:1;
德:1 )

2004 年10 月 射击教练员培训班3 竞赛心理、训练理论、项目规律等 学者 (德:2 ; 中:2 )
教练员 (中:1 )

2004 年11 月 全国皮划艇高级教练员培训
班3

训练大纲与体系 (德)、专项技术与训练、高原训练、训练
创新、执教艺术与科学、竞技体育发展趋势、奥运备战工
作

官员 (1)
学者 (6)
教练员 (德:1; 中:1 )
运动员 (德:1 )

2004 年11 月 第四期国家级教练员研讨班 竞技体育规律、提高竞技体育成绩 同第二期
2005 年8 月 第一期国家队教练员培训班 科学训练、落后项目的思考、系统科学与战略思维、对教

练员和训练的认识
官员 (1)
学者 (4)
教练员 (3)

　　注: 3 标注的培训均得到了国际奥委会团结基金会的资助, 授课教师除了中方选派以外, 还包括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会指派的国际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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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家队教练员发展的思考

1.2.1 　国家队教练员发展现状的思考

从教练员发展的进程来看, 我国目前的国家队教练员培

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对国家队教练员的知识更

新和技能补充, 正在进行思维变革和观念转化, 还未关注其

“行为学习”, 即培训所学在训练实践中的效用体现。

从教练员学习的过程来看, CSCPT 主要集中于培训设

计的相关因素, 包括培训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完善、大纲教材

的建设、新形式新模式的引入等。这些代表了在对国家队教

练员“学习和发展更加广泛的认识方面一个行为的类型”, 因

为, 培训项目设计对迁移结果只有间接作用, 培训项目设计

和受训者特点共同作用下才会影响学习结果 (图 1)。

工作特点和学习结果会对迁移结果有直接的作用, 其

中, 工作特点对迁移的影响决定了培训中学习到的知识、技

能、态度应用到工作中提高绩效的程度。因此, 注重“影响学

习迁移结果因素的模型”中其他几个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将是

我国国家队教练员发展的潜力所在。邢文华等 (2002) [5] 也认

为, 培训、考核、使用一体化是教练员继续教育的方向。

图 1　影响学习迁移结果的因素模型图

资料来源: BAIDWIN T P, FORD J K. Transfer of Training : A

Review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 Personnel Psychology ,

1998,41:105.

1.2.2 　国家队教练员学习智障的反思

我国已对所有奥运会项目实施了教练员培训, 教练员队

伍的文化程度和科学知识及能力也有了长足发展, 但是, 竞

技运动发展仍然表现出极不平衡: 有的项目辉煌 40 年; 不少

运动项目发展处于“好3 年, 差3 年, 拖拖拉拉又3 年”; 有的项

目成绩“冒”出来了, 但无规律可循, 很快又落下去了; 有的劣

势项目多年无多大起色, 发展前景堪忧。Nevis (1997) [13] 指

出, 实际上每个组织都是一个学习系统, 只是学习的效果与

能 力上的差别。因此, 国家队教练员团队的学习智障

( learning disability )是影响竞技运动项目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

Senge (1990) [14] 认为, 组织学习主要有 7 项智障; Kim

(1993) [15] 在组织学习循环失效的研究中提出了学习周期中

断的 7 种类型; 陈国权 (2000) [16] 从组织学习阶段划分的角度

分析了组织学习的17 个障碍; 国际教练员培训委员会瑞士理

事会议及特殊代表大会提出了各国教练员培训事业共同面

临的十大挑战[17]。可以发现, 任何组织学习过程中都不可避

免地会出现智障。

结合学习和培训的要素来看, 作者认为我国国家队教练

员的学习智障有以下 5 点值得反思:

11 个体化学习——学习主体的反思

Senge (1990) [14] 特别强调,“组织在今天尤其迫切需要团

队学习; 团队在组织中渐渐成为最为关键的学习单位”。培训

本身不仅能提高个体的有效性, 而且, 也可以通过满足许多

个体和团队的需要而提高组织的有效性, 即培训和发展的整

体性, 包括对个体、团队和领导有效性的发展。我国“体育教

练员岗位培训”定义中, 更多的也只是关注教练员个体的发

展, 国家队教练员的培训体系中几乎没有针对“教练员团队

有效性”提高的培训。根据Argyris 的观点, 这种态度事实上

阻碍了学习[18]。

首先, 国家队教练员的团队工作 ( team work ) 也决定了

其团队学习的需要。一方面, 教练员的知识结构是以运动训

练的基本理论知识为核心和主体, 以哲学思维科学知识和工

具学科知识为基础和两翼[19]。具体而言, 要提高运动成绩涉

及因素多达 150 多项, 包括体能、心理、技术、战术、智力及其

诸多社会因素[19] , 而且这些因素还在不断增多、分化和综合。

因此, 训练和比赛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已超越教练员个人能力

范围。另一方面, 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应体现“互补原则”, 才能

使教练员互为补充, 相得益彰[19]。“从我国的成功经验来看,

很多优势项目不仅有学术带头人, 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团结

协作的群体”——具有互补的技能, 对共同的目标、目的和方

法具有共同的承诺, 能够相互依赖、协力支持。Katzehbach 和

Smith (1993) [21] 认为, 表现出色的组织取决于创造有力的、半

自治的工作团队 (work team ) ; Nonaka 等 (1995) [22] 特别强调

团队组织对创造新知识的作用; 吕晓俊, 俞文钊 (2001) [23] 研

究表明, 如果某种工作任务的完成需要多种技能、经验, 那么

团队通常比个人的效果好。国家队教练员的团队工作能够加

速训练科学信息的传递和汲取, 以比教练员个体更容易处理

各种复杂问题并建立有效的解决方法。

其次, 在教练员个体学习的基础上, 国家队教练员的团

队学习 ( team learning )也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 外部环境的不

确定性越大, 团队学习越有必要。教练员个体学习也许是基

于“每个教练员都学习, 那么教练员整体也就提高了”的假

设。诚然, 没有个体学习, 组织学习就不可能发生, 但是,“在

某些层次上, 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即使个人始终在学习, 并不表示组织也在学习”[14] , 个体学习

不是组织学习的充分条件[24]。组织学习有别于个体学习, 有

用的信息只有在组织内部传播与共同理解的前提下, 才会对

组织产生积极的影响。

认识源于实践, 又指导实践。缺乏对教练员团队学习能

力培养的认识, 可能会是一个大的隐患: 影响整个教练员团

队效能的充分发挥 (如国家队教练员很少单兵作战) ; 教练员

个体发展没有形成运动项目自身的发展 (如运动队核心教练

员的离去会对运动项目带来灾难性打击) ; 教练员团队不会

把握学习机会进行有效学习 (如中外优秀教练员的引进对项

目发展没有形成相对持久的竞争力)等。

21 标准化学习——学习制度的反思

我国的教练员岗位培训是以制度形式存在, 这保证了岗

位培训在较大程度和范围内得以顺利开展; 另一方面, 无形

中也削弱了对国家队教练员的差异化发展需求的满足。

第一, 教练员岗位培训制度在本质上是标准化的。培训

的内容、步骤和计划等都是由培训者设计, 不会根据不同的

受训者而改变。英国教练员基金会高级技术官员 Penne

Chrisfeild 指出, 教练员应该具备 7 个领域的知识: 体育专业

知识、训练指导或教学方法、对人的了解、与运动成绩有关的

知识、实践准则、管理和职业技能、实际教练员工作经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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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练员岗位培训中的比重取决于每个项目的特点、教练员

自身素质、教练员以及达到的等级、教练员指导对象的因素。

所以, 培训需要有相当的灵活性、渐进性、针对性, 尤其是对

于国家队教练员来说,“细节性复杂”的训练工作使他们有更

加“个性化培训”的要求, 教练员岗位培训注重一般化的策

略, 则影响了对国家队教练员学习需求的满足。

第二, 岗位培训在特定时间段进行。知识具有很强的时

效性, 一次性的学历教育有时难以支撑其工作需要, 加之国

家队教练员长期处在“动态性复杂”之中, 因此, 国家队教练

员的学习应该是一个不断的持续过程。而我国高级教练员岗

位培训 (研讨班) 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制度性, 国家队教练员的

及时的培训需求很难在规定的课堂 (研讨班) 培训中、相应的

课程时间下以及模拟工作环境中得到满足, 只能“被迫在需

要之前, 甚至在需要之后来参加培训”,“时间滞延”( time

delay )影响了国家队教练员学习与训练绩效的提高。此外, 教

练员岗位培训中只能提供很少的时间进行技能练习, 大多数

练习的时间还必须依据参加培训的受训者人数来分配, 这对

于技能形成的促进作用会显得极其有限。

第三, 岗位培训在特定地点进行。教练员岗位培训已经

引入了很多案例分析、参观、模拟等教学手段, 但是, 练习经

常限制在一定的现场或情境中, 与实际训练工作环境相去甚

远。此外, 异地培训也会带来培训费用方面负担的加重。

教练员岗位培训中的这些“不合口味”, 在一定程度上破

坏了组织知识连续变化的过程[26] , 影响了国家队教练员获

取、分享、创新训练知识能力的变革与发展。

31 适应性学习——学习层次的反思

“我们很多项目上不去, 不仅是因为实践不够, 而是对实

践经验的总结不深刻, 对工作内容、对象的分析不到位, 大量

的感性认识不能上升为理性认识, 对项目规律的认识总是若

明若暗, 似是而非, 始终无法触及问题的实质, 始终实现不了

最后的跨越”[27] , 所以屡屡与金牌插肩而过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些教练员带出一个冠军之后, 就再也带不出第二个, 尽管

后来的物质和选材条件比以前好得多, 还是出不来尖子 [28]。

很多优秀教练员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但却不善于把自

己和他人的宝贵经验进行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 进而上升

到理论去指导训练和竞赛。从历期国家级教练员培训 (研讨

会) 的讲师阵容可以看到, 能够走上讲台和大家分享其成功

经验的国家队教练员屈指可数, 能够提出自己的训练理论的

就更加稀少。因而, 重模仿而轻创新、重积累而轻发展的经验

型教练员, 其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性的单环学习

(Single 2Loop Learning , SLL )。单环学习强调在既定的组织

目标、政策与规范下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修改行为不触动

组织规范本身; 对思维模式不产生改变, 是简单的学习循环,

是一种建立在刺激2反应机制上的维持现状的学习。正如

Senge (1990) [14] 指出的,“学习最后应导致行为的改变, 不应

只是取得一些新资讯, 也不是产生一些新构想而已”, 这也恰

恰是由于缺少反思和创新这一关键环节。

41 单程化学习——信息流动的反思

组 织 学 习 包 括 前 馈 ( feed forward ) 学 习 和 反 馈

(feedback )学习两个信息或知识流动过程 (图2) , 分别与知识

的开发 (exploration )和利用 (exploitation )相对应。国家队教

练员的各种培训在我国竞技体育整个组织学习中扮演了“反

馈”的角色, 主要借助学者和专家的讲授来实现; 科学训练知

识的开发过程缺少一个直接的通道,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

外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少数优秀教练员的经验总结。这种“外

包”现象说明我国国家队教练员自身的知识生产和传播能力

较弱, 存在系统性结构失衡。而且, 前馈和反馈这两个知识或

信息流动过程体现了组织学习过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循环

上升的过程[29] ,“外包商”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信息流动

的环节, 极易割裂信息流, 使得教练员学习和工作本应有的

动态循环的相互作用变成机会性、片断性事件。

此外, 虽然这些学者、专家都是各自领域的集大成者, 这

种单程学习的确起到了引导教练员学习的效果, 但是, 结构

决定功能, 讲师队伍松散的结构特征也无益于国家队教练员

的持续发展。

图 2　整合的组织学习过程模型图

资料来源: 于海波, 等. 组织学习整合理论模型. 心理科学进展,2004,

12 (2) :253.

　　51 制度化学习——学习者特点的反思

在“教练员岗位培训”中明确提到“按不同的运动项目和教

练员的技术职务等级要求”进行培训, 这限定了教练员应该学习

的内容范畴, 如何学习这些内容则应该联系受训者的特点。国家

队教练员学习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成人学习、专家学习。

人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国家队教练员已基本

完成学历教育且具有实践经验, 训练任务繁重, 时间极其有

限, 因此, 国家队教练员的学习动机是影响其学习行为在方

向和强度上产生较大差异的主要因素。“成人通常具有自主

的能力, 其学习动机来自于本身内在的动机或对某种目标的

追求”[30] ; 成人学习应该秉承 6 个原则: 自我引导、与经历有

关、目标导向、理由导向、务实、尊重需求。因此, 企求制度、行

政的影响也许在培训初始阶段效果不错, 但是, 长远的效果

极为有限,“即使有参与行为发生, 也易于造成中途而废”。我

们应以激发教练员内在的求知欲望为手段或以达成某种目标为

方法, 促使国家队教练员主动参与学习活动。我国现行的教练员

岗位培训以制度形式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教练员内在的

学习动机, 不论其取向为求知兴趣, 还是职业发展。

每一位国家队教练员都是各自专项训练领域的专家, 与

普通教练员培训相比, 在学习方面有质的区别, 即使同为国

家队教练员, 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信息加工对于大量获

得知识信息来说是有效的, 但对于国家队教练员学习心态和

技能方面的内容来说, 不仅要看他的知识占有量, 还要看其

作为竞技训练的行为, 专家的学习是在过程中学习。培训需

要成为由实践支持国家队教练员继续学习的过程, 使其真正

把培训的技能用于工作, 即行为改善。

2　LO 与国家队教练员发展

如同Baldwin 和Magjuka (1997) [31] 所说,“培训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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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孤立的事件, 而是组织成员在经历的许多学习机会中的一

段情节”。因此, 国家队教练员的发展要积极地使用“结构化

的学习方法和活动作为对正式培训方法的补充”, 真正借助

组织内部推动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系统动力链来促进

运动项目的学习和发展。

对组织学习内部推动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学习型

组织的探讨上。学习型组织理论近年来得到广泛推崇, 在组

织的培训和发展领域更是倍获认同, 这为解决国家队教练员

学习和发展的疑惑带来了新视角。

2.1 　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组织是指能够有意识地、系统和持续地通过不断

创造、积累和利用知识资源, 努力改变或重新设计自身以适

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 从而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组织。

Senge (1990) [14] 认为, 学习型组织是既有能力进行被动的适

应性学习, 也有能力进行主动的创造性学习, 并以此作为竞

争优势的不竭资源的组织。

LO 将组织成员的自我实现作为人生的最大需求, 有明

确的学习目的, 能主动地把握学习的机会, 能把学习和工作

系统、持续地结合起来, 并把自身的学习看作是一个持续的、

一生的过程。LO 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学习力”, 可以

敏锐地发现新知识, 快速获取新知识, 并将新知识应用到工

作中去, 然后再创造出新知识。因此, LO 能够始终以饱满的

精神迎接挑战和机遇。Senge (1990) [14] 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

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模型, 它包括 5 项修炼: 自我超越

(personal mastery )、心智模式 (mental model )、团队学习

( team learning )、共同愿景 (share vision )和系统思考 ( system

thinking )。其中, 系统思考是把其他 4 个技能结合起来的纽

带, 从而使不同的技能整合为一个模型。学习型团队

( learning team )是LO 最基本的组成单位,20 世纪 80 年代盛

行于日本,90 年代在美国流行开来, 这时的团队已演变成现

代意义上的团队, 并逐渐成为一种理论流派。

2.2 　构建学习型国家队教练员团队的目的

Baldwin 等 (1997) [32] 指出, 组织传统上对学习有平衡政

策, 一方面, 是建立培训部门, 另一方面, 是建立特定的培训

项目。然而, 一个学习型组织的观点却更关注任何能够使个

体、团队和组织持续发展和提高效力的行为。

因此, 构建学习型国家队教练员团队的目的在于有效提

高团队组织中的每一个人——教练员、领队、队医和科研人

员的学习力, 使学习成为每个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即使面

对动态性复杂和细节性复杂, 他们也可以通过快速、深入的

学习, 迅速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 敏锐的感知环境的变化并

迅速适应; 对于运动项目来说, 学习型教练员团队学习新知

识、运用新知识、创造新知识的能力会为项目发展带来巨大

的推动力, 因为学习力是无法模仿的; 对于中国竞技体育来

讲, 建立学习型教练员团队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我国教练员

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专业性结构失衡、能力结构性失衡、

素质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可以说, 学习型国家队教练员团队

关心组织知识的连续变化 (创新) 过程, 更关心“创建适应组

织学习的特殊结构”[14]。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 学习型国家队教练员团队中的学习

是在对教练员岗位培训基础上的发展而不是对其全盘否定

(表 2)。

表 2　CSCPT 与国家队教练员LO 学习之比较一览表

CSCPT 的学习 学习型国家队教练员团队的学习

学习目标 信息接受, 获得技能 创造知识, 提高绩效

学习主体 个人 个人、团队、组织

学习方式 课堂培训 CSCPT , 个别学习、团队学习、知识库、行动学习

脱产学习 脱产学习, 学习与工作融为一体

(学习工作化和工作学习化)

有意学习 有意学习和无意学习结合

角色扮演 受训者 学习者、实践者

考核 知识的接受程度 学习能力提高程度、绩效考核

学习层次 单环学习 单环学习、双环学习

知识或信息流 反馈 前馈、反馈

2.3 　构建学习型国家队教练员团队的可行性分析

将LO 和我国现有教练员岗位培训制度下国家队教练员

的发展相比可以发现:

第一, 从学习主体看, LO 和教练员岗位培训有很多相似

之处, 但是, LO 包含的内容更有时代的特色, 更加接近当今

国家队教练员的工作需要。

创建学习型组织, 正是基于将有创意的学习转化为有效

的工作行动, 并随时发现和解决阻碍学习的智障, 这是任何

个人学习所不具有的。学习型组织倡导团体学习而非个人学

习, 团体学习是发展团体成员整体合作与实现共同目标能力

的过程, 是通过开放型的交流, 发现问题、互相学习、取长补

短达到共同目的的过程。所有国家队教练员在运动训练过程

中, 通过实践、互动和创造来进行团队学习。其结果不仅提高

个体教练员的能力和素质, 还能不断提高团队的学习能力。

在学习型国家队教练员团队中, 学习已经内化为团队的日常

行为, 主动学习、自觉学习将代替被动学习, 系统化学习将代

替零星式学习。

第二,LO 从人的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 倡导终身学习与

发展而非阶段性学习与进步。

很多国家队教练员虽然认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 但在

观念上可能陷入一个误区: 训练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学习。他

们视学习为额外的任务与负担, 从而把学习和工作割裂开

来。学习型组织倡导持续学习观——“工作学习化, 学习工作

化”。把工作作为学习的手段能够带来很多效益, 学习型教练

员团队能够在竞技训练工作中为国家队教练员提供持续的

学习机会, 并提高教练员团队集体学习的效果。随时随地的

学习不但缓解了国家队教练员的“时间压力”, 而且, 通过工

作过程来学习比模拟情景下的技能训练具有更强的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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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更积极的含义。

第三, 从学习与发展来看, LO 倡导从个体和组织共同发

展的角度出发, 实施双环或三环学习。

学习型组织所倡导的学习, 从学习层次上看, 应是双环

学习 (Double 2loop Learning , DLL ) 或三环学习 (Deutero

Learning )。也就是说, 学习型国家队教练员团队应该具有的

“学习”不是借教练员个体发展来促进运动项目发展的适应

性学习, 而是同个人及组织的存在意义、发展超越相联系的

开创性学习[14] , 是不断更新模式下学习和创新的循环过程,

是螺旋式发展的超循环学习, 从而为不同问题的解决办法的

产生创造了条件, 使运动项目能够获得突破性进展或跨越式

发展。

第四, 从文化差异及其本土化来看, LO 有与我国很深的

文化交融, 并且在我国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与应用。

自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圣吉 (Senge ,1990 )

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问世以

来, 学习型组织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应用。

一方面, 学习型组织理论与东方文化有着很深的交融。

学习型组织被认为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即“没有管理的管

理”, 也就是中国的“无为而治”的境界。Senge (1990) [14] 专门

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未来”, 给组织学习赋予了浓浓的

东方文化底蕴。

另一方面, 学习型组织理论引起了国内企业界和管理界

的高度重视与关注。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

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反映了其地位与作用的凸现; 一批

努力创建学习型组织的企事业单位也随之不断涌现, 如联

想、宝钢、伊利、联华以及上海市、大庆市、吉林市、青岛市、大

连市等单位。

尽管有关学习型组织的理论研究深度和广度仍有待拓

展, 且国外组织学习理论本土化和国内组织学习理论国际化

的过程仍然任重道远, 但是, LO 的鲜活生命力还是为国家队

建立学习型教练员团队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现实的实践根基。

第五, 从实践看, 我国一些国家队正处于向学习型教练

员团队方向的迈进中。

首先, 国家体育总局非常重视高水平教练员发展, 贯彻

“抓两头带中间”的培训方针, 致力于提高国家队教练员的质

量, 这是国家队教练员学习与发展的有力保证。

其次, 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 而是过程的

集合体。教练员个体能力素质和项目整体效能的提高也是一

个循序渐进、持续发展的过程。国家队教练组和学习型国家

队教练员团队, 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两端 (图3)。教练员个体

学习是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的基础, CSCPT 为之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且富有建设性的工作, 基本完成了对国家队教练

员的“概念性 (conceptual )个体学习”和“操作性 (operational )

个体学习”的培训。虽然目前国内还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学习

型国家队教练员团队”这一概念的国家队, 但是, 从一些优势

项目的“二次创业”或“超常规发展”中可以看出“学习型组

织”的身影, 他们在有意无意中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Kim

(1993) [15] 指出, 个体心智模式与共享心智模式之间的相互影

响把两个层次的学习联系起来, 实现从个体学习向组织层次

学习的转化, 这正是学习型组织的前奏。

再次, 相关研究和实践也支持国家队建立学习型教练员

团队。我国已有教练员素质结构 (尹军等,2001 ) [33]、评估监督

(左琼等,2003 ) [34]、信息平台 (戴金彪等,2004 ) [35] 等方面的

研究; 羽毛球队也已采用了远程教育等信息手段完成培训工

作。这些都是良好的技术准备的体现。

图 3　团队发展的连续统一体模型图

　　综上所述, 只有把构建国家队学习型教练员团队这样的

概念看作是国家队教练员“个人在重视和尽力促进学习的文

化中个人学习的处所所在”[36] , 才能确保教练员个人获取的

信息能够系统地传达到国家队教练员团队之中, 团队的知识

同时也可以为整个组织 (项目) 所享有, 并进入一个不断运转

的循环之中。目前非常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创新型教练员

人才队伍,“这些才智之士除了积极地承担起对自己行为的

责任之外, 还要和他人分享对工作的看法, 同时, 对构成和影

响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做出真正的贡献”[36]。

3　结语

学习型组织理论与我国国家队教练员的发展有相当多

的重合之处, 其内容更具时代特征, 更接近我国竞技体育发

展和教练员发展的需要; 更多考虑运动训练工作绩效的提

高; 形式更加多样化; 符合我国“奥运争光计划”的精神; 且在

情感和文化传统上更易被教练员接受。因此, 将LO 引入国家

队教练员队伍建设, 可以看成是在延续我国体育教练员岗位

培训积极因素的前提下, 对国家队教练员发展的工作改革与

创新, 使其更符合竞技体育运动发展的需要, 更好地服务于

我国竞技体育事业。总之, 在我国建立学习型国家队教练员

团队是有价值的且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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