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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射击与射箭运动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Ξ

ResearchontheIssuesthatshouldbePaidAttentiontotheDevelo pmentof
ChinaShootin gandArcher y

石 　岩1ΞΞ

SHIYan 1

摘要 :本文对我国射击与射箭运动发展中的 3 个热点问题 :优秀运动员运动寿命、备战奥运会科

研工作、“外脑”进行了初步探讨。一些观点可供国家队备战奥运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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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优秀射击与射箭运动员的运动寿命

1. 1 　倍受关注的“六朝元老”现象

2000 年悉尼奥运会结束时 ,大家就开始关心王义夫能否参

加下一届奥运会的问题。之所以会是这样 ,主要是王义夫的

“年龄”问题。对于像他这样的老将 ,还在参加世界大赛 ,许多

人难以理解。王义夫能否以“六朝元老”的身份参加奥运会呢 ?

据新华网 2003 年 7 月 16 日报道 ,中国射击队总教练许海峰在

武汉观看全国射击系列赛时表示 ,王义夫肯定参加明年雅典奥

运会。许海峰在谈到“老枪”与“新秀”的关系时指出 :“射击运

动员的运动生涯往往很长 ,这在国际上也是一种规律 ,瑞典的

一位射手曾打过七届奥运会。王义夫状态一直稳定 ,多次参

赛 ,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 ,中国在王义夫所在的项目上后继乏

人。”许海峰表示 ,至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王义夫是否还会参

加 ,要看他那时的状态。

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 ,王义夫能否再现往日的辉煌呢 ?

以王义夫近年来参加国内外比赛的成绩和竞技状态来讲 ,这种

可能性很大 ,但是来自外界的种种干扰不能不让我们为他担

心。王义夫参加 2004 年雅典奥运会肯定是一个新闻热点 ,必

将成为各种媒体追逐和炒作的对象。这对王义夫的参赛并取

得好成绩是极其不利的 ,也会对中国射击完成 3 块金牌指标任

务产生不好的影响。目前应淡化王义夫以“六朝元老”身份参

加雅典奥运会这件事情 ,赛前要谢绝一切有关的采访和宣传活

动。对于像王义夫这样的老将多年来一直保持良好竞技状态

并在世界大赛上取得好成绩的现象 ,以及从一个为中国射击事

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将再次参加奥运会可能引发的“震动”,让

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优秀运动员运动寿命的问题。

1 . 2 　优秀运动员“过早退役”问题及其思考

1.2.1 　宝刀不老的老将是我国竞技体育的紧缺宝贵资源

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经常面对这样的现实 :许多教练员在

渴求新秀的同时 ,冷落老将。常言到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代

更比一代强。教练员的这种心理与做法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不

加选择“一刀切”的话 ,势必会出现竞技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 ,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与国外运动员相比 ,我国优秀运动员运动

寿命普遍比较短 ,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多年来 ,这一困扰我

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却引起一些体

育界有识之士的关注。

“一个能拿金牌的尖子运动员花费了国家巨大的投资 ,融

会了众多教练的心血。培养造就一个尖子难之又难 ,而要放弃

一个尖子却是易之又易。如果能让每一位优秀选手有效地延

长运动生命 ,使他的潜能得以最大限度发挥 ,也就是为国家节

省了宝贵的财富。”(引自中国体育报 ,1994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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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尽量延长运动员的寿命。中国选手运动寿命过短 ,相

比之下 ,外国运动员的运动寿命要长得多。发现一个尖子不容

易 ,比如熊倪、伏明霞这样的人才不是一低脑袋就能发现的。

有些时候 ,新队员的技术动作似乎已经超过了老队员 ,在国内

比赛中也能战胜老队员 ,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在大赛中的发挥

就一定会超过老队员 ,因为比赛不只是比技术 ,还要比心理 ,比

经验。像国外的萨乌丁、拉什科这些选手 ,年龄已近 30 岁 ,甚

至超过了 30 岁了 ,做了妈妈 ,体形和力量仍然保持得那么好 ,

这是值得中国队研究和学习的。”(引自新浪网体育新闻 ,2003

年 7 月 21 日)

宝刀不老的老将是我国竞技体育的紧缺宝贵资源 ,并不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少数超一流的运动员可以说是“50 年

一遇或是 100 年才能遇到一个”。我国现行的竞技体育“举国

体制”给人们的感觉是我们有无数具有很高运动天赋的人才 ,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我们切不可以为 ,我们国家有非

常丰富的竞技运动人才资源。从人种学方面讲 ,我们在竞技人

才资源方面应该算是一个贫乏的国家。

竞技体育是“舶来品”。我们在参与这场国际公开较量中 ,

并没有优势可言 ,特别是在体能和心理方面。在世界大赛上取

得好的成绩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没有理由和资

本来容忍这些宝刀不老的老将的流失 ,过去这方面的教训是比

较深刻的。今后我们更应该爱惜这些有限的、宝贵的优秀运动

员资源 ,并将这些“并不老”的老将的运动才能发挥到最大限

度 ,为国家争取更大的荣誉。

1.2.2 　优秀运动员“过早退役”现象的背后

优秀运动员是继续服役还是选择退役主要是看他们此时

的运动成绩和竞技状态如何 ,对于这一点 ,大家基本上已达成

共识。在过去的实际工作中 ,我们过分地看重运动员的生理年

龄 ,形成很多不合理的运动人才观念 ,并由此在实际做法上走

了不少弯路。比如 ,新秀在比赛中的失利我们比较容易宽容 ,

但是老将的失败则可能会被遗弃 ,并被说成后继乏人 ,承受来

自各方面的压力 ;而对于成功 ,老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新秀被

认为大有希望 ;老将的日子就好像是“穷途末路”、“日落西山”,

时刻战战兢兢 ,而新秀则“如鱼得水”,“希望无限”,无所畏惧 ,

前途无量。事实上 ,虽然竞技体育是吃“青春饭”,但是那些对

体能需求不是很高的技能类项目 ,运动员的运动寿命还是比较

长的 ,40、50 多岁还参加世界比赛的“长青树”型的优秀运动员

屡有上佳表现。国外这方面的事例很多 ,如瑞典乒乓球选手的

瓦尔德内尔、瑞士体操选手李东华等。相比而言 ,国内这方面

的事例则是屈指可数。这也难怪“老枪”王义夫近年来参加国

内外大赛都会引起记者们和国人的普遍关注。

长期以来 ,我国优秀运动员“过早退役”的问题比较突出。

对于这种非正常退役现象 ,必须考虑我国国情这样一个实际情

况。部分优秀运动员因急于走上教练员岗位而提前退役 ;有的

优秀运动员激流勇通 ,主动选择了退役 ;还有的优秀运动员因

严重的伤病或以伤病等为理由而退役。我国一些优势或潜优

势项目由于这些体育明星的“过早退役”一度出现成绩大幅下

滑 ,项目面临严重危机的境地。例如 ,我国游泳就曾在 1992 年

巴塞罗那奥运会后由于批奥运会冠军的退役而受到很大冲击。

显然 ,对于这些还处于“当打之年”的优秀运动员 ,由于他们的

离去 ,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许有人讲 ,这会给新秀们更

多发展的机会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以损失世界大赛的优

异成绩为代价来培养新秀的话 ,这不是最佳的发展策略 ,而且

这种代价也太大了 ,也是不值得提倡的。解决“新老交替”的问

题 ,不能采用“休克”的疗法 ,还是采取逐步过渡的方法比较稳

妥。

我国乒乓球、跳水、体操等优势项目经常出现“后起之秀”

水平超过原有的选手 ,使得一些优秀的“老将”不得不选择退役

之路的事例 ,而我国其它一些项目“过早退役”的优秀选手中很

少有最后“不需要或比不动”才退役的。需要指出的是 ,一些世

界级运动员并不是出现了运动成绩下滑的情况 ,主要是心理上

的退却导致的引退。具体来讲就是 ,该得到的都得到了 ,训练

动机异化或衰退 ,不愿忍受训练和比赛的“折磨”,于是离开国

家队 ,选择升大学或出国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业余意识”在

起作用 ,我国台湾省体育界有这样一种说法 ,大学是运动员的

“坟墓”。优秀运动员一旦进入大学学习 ,基本上宣告他们运动

生涯的终止。这种情况在大陆地区也已经显露出这种迹象。

113 　老将有望在我国射击和射箭运动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以往我们比较重视影响老将运动寿命的生物学因素和训

练学因素 ,忽略众多人文社会学因素的影响 ,今后应多关注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等方面因素的作用 ,培养老

将们的敬业精神、职业意识 ,帮助他们协调好人际关系 ,为他们

创设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 ,采取各种综合方法延长他们的运动

寿命。

过去由于体制的问题 ,在我国出现优秀运动员“过早退役”

的问题 ,那么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这种现象会

得到逐步缓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对竞技体育的影响也会逐

步减弱 ,带来的新变化就是优秀运动员运动寿命的延长。如果

没有国家整个社会和经济大的背景的变化 ,也就不可能有这种

新变化的出现。未来的中国竞技体育 ,体育职业化和商业化的

发展势必波及到运动员运动寿命问题。我们无法阻挡优秀运

动员运动寿命延长的总体大趋势 ,并且确信在今后不仅难以见

到“过早退役”的现象 ,相反会有一大批老将驰骋在赛场上 ,直

至最后被自然淘汰。到那时 ,我们可能要议论优秀运动员“过

晚退役”的问题。

射击与射箭由于项目自身对心理素质要求比较而对体能

需求对较低的缘故 ,一些“大龄”优秀运动员经常出现在赛场

上 ,并取得令人羡慕的成绩。目前大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种

项目发展上的比较独特的现象 ,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一种正常

现象。现在可以预言 ,再过几年 ,“老将”将不同志成为新闻或

热点问题 ,并将在我国射击和射箭运动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并不是一种倒退 ,相反这或许是中国竞技体育 ,特别是射击

与射箭项目等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一种进步。

中国射击和射箭要想在未来奥运会上实现更大的飞跃 ,既

需要新秀的脱颖而出 ,也更需要老将的宝刀不老、风采依旧。

这些为中国射击和射箭曾经做出贡献的老将们 ,是中国射击和

射箭项目今后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可以依靠和信赖的一支

主力军。

2 　从招标课题看射击和射箭备战奥运会的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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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由备战奥运会科技招标课题所想到的

21111 　2002、2003 年度国家体育总局奥运会科研攻关射击和

射箭招标课题简介

国家体育总局从 2002 年开始启动了“2008 奥动科研攻关

项目”,全部采用公开招标、择优秀托的方式来进行。2002 年度

涉及射击和射箭的招标课题有 1 项 ,即优秀射箭运动员专项体

能训练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其研究目标是 :对国内外优秀射箭

运动员专项体能训练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的总结性研究和

一定的应用实验研究 ,为我国射箭教练员备战奥动会提供科学

的专项体能训练理论与有效方法。其主要研究内容是 : (1) 优

秀射箭运动员专项体能训练的定义 ; (2) 优秀射箭运动员专项

体能训练的结构与分析 ; (3) 影响优秀射箭运动员专项体能训

练的主要因素 ; (4) 优秀射箭运动员专项体能训练的主要生物

学特征 ; (5)国外优秀射箭运动员专项体能训练的理论、方法与

有效手段 ; (6) 我国优秀射箭运动员专项体能训练的理论、方

法、手段及问题 ; (7)提高我国优秀射箭运动员专项体能训练的

主要途径 ; (8) 评定我国优有射箭运动员专项体能训练水平的

方法与标准。

2003 年度国家体育总局“备战奥运会重点科研攻关招标项

目”涉及射击及射箭的只有 1 项 ,即我国优秀射击运动员比赛

期应激状态监控及调节效果的研究 ,其主要研究内容是 : (1) 研

究我国优秀射击运动员比赛期间的心理和生理变化的应激表

现 ,并通过监控这些变化来达到有效控制和调节射击运动员的

应激状态 ; (2) 建立方便、快捷、无创的有效监控应激状态的心

理和生理的综合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研究这些指标在运动训

练和比赛中的应用效果 ; (3)监控运动训练和比赛的全过程 ,帮

助教练员掌握和调节运动员的应激状况 ,并提高运动员参赛的

应激水平。

2.1.2 对近两年国家体育总局奥运科研攻关射击和射箭招标课

题的思考

现阶段 ,国家体育总局主要是针对 2004 年雅典奥运会的

备战工作来进行科研项目招标的。对于 2002 年度有关“射箭

运动员体能训练”的招标课题 ,实际上已经在前两届奥运会的

科技攻关研究中出现过 ,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果是原来的

研究者还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话 ,也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其他人

介入的话 ,其研究基础、研究能力等问题让人担心。对于在备

战 2004 年雅典奥运会的科技立项招标中再次出现这样的课

题 ,让人感到惊讶 ,因为目前中国射箭在备战奥运会的过程中

急需解决的乃是心理等方面的问题 ,并不是体能方面的问题。

对于 2003 年拟招标的“射击运动员比赛应激问题”,给人的感

觉是课题的内容不错 ,但是难度非常大。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 ,

笔者曾经进行一系列的“射箭选手心理镇定性的控制训练”等

有关比赛应激调控问题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在研究过程中 ,取得

了一定的研究进展 ,但是总的感觉是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有很

多难题无法解决。究其原因 ,主要是在心理学母学科的领域

中 ,应激问题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这里建议承担该项目

的研究者 ,要作好充分的“攻坚”思想准备 ,要首先解决射击项

目应激的一些理论认识问题 ,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与建树 ,就不

可能在实践上有效地解决问题 ;同时在应用研究中 ,要避免单

一心理学手段的应用 ,最好是采用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

综合调控方法。

2 . 2 　备战近两届奥运会中国射击、射箭需要研究的 10 大课题

虽然国家体育总局近两年来的奥运科研攻关项目中只有

射击和射箭的两个科研项目 ,但是就我国射击和射箭而言 ,需

要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从备战未来奥运会的角度来讲 ,我国

射击与射箭需要研究以下 10 大课题 :

(1) 我国射击和射箭项目奥运夺金的策略与可持续发展问

题 ;

(2) 我国射击和射箭训练理念与训练方法创新的问题 ;

(3) 我国射击和射箭个性化训练与训练个性化的问题 ;

(4) 我国射击和射箭运动员最佳竞技状态形成的理论与方

法问题 ;

(5) 我国射击和射箭运动员模拟实战训练的理论与方法问

题 ;

(6) 我国射击和射箭运动员的伤病防治与疲劳消除问题 ;

(7) 我国射击和射箭运动员参赛风险管理与赛前准备问

题 ;

(8) 我国射击和射箭运动“快打”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

(9) 我国射击和射箭运动员训练过程的全面监控问题 ;

(10) 我国射击和射箭女子运动员训练与比赛的生理、心理

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 ,目前高水平的科技攻关研究呈现出“多学

科、综合性”的发展趋势 ,这是符合运动实践复杂的实际情况

的。要想在科技攻关服务中取得很好的效果 ,应该在全方位科

技服务中突出重点 ,并加强多个学科与射击和射箭运动实践的

结合。具体到上面的 10 大课题 ,每一个课题都不是单一学科

所能胜任的 ,因此在课题组人员组成上 ,应体现多学科的特点 ,

同时也要求课题组研究人员知识面要宽 ,要在“跨学科或交叉

学科”上寻找创新点。

2 . 3 　把握机会 ,提升我国射击和射箭的科研服务水平

我国射击和射箭有着很好的科研基础 ,也在运动实践上发

挥了应有的作用。其中 ,射击在心理学、生物力学等方面由于

专家的强势介入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学科

单一 ,其科研对金牌贡献率提高的潜力还比较大 ;以往射箭项

目的科研特点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心理训练、生物力学、

训练计划和状态调控、体能训练等 ,几乎是面面俱到 ,但是研究

不够深入 ,系统性差。

鉴于这种情况 ,有关部门应该认真研究这次国家体育总局

启动的“2008 奥运会科技攻关招标项目工程”,广泛征求各方面

的意见 ,有计划地统筹安排并上报我国射击和射箭训练中急需

解决的科研课题 ,尽可能多地设立招标课题 ,吸引更多的不同

学科的专家学者来参加射击和射箭的科研工作 ,争取更多的科

研经费 ,最大限度地使这一“2008 奥运会科技攻关招标项目工

程”能够帮助我国射手在 2004 、2008 年奥运会上夺取金牌和实

现金牌增长目标中取得更大的效益。

国家体育总局这次启动“2008 奥运会科技攻关招标项目”,

对于我国射击和射箭科研工作而言 ,是发展自己 ,提升自己和

充实自身的大好机会 ,也是更好地发挥科研作用的难得时机。

但是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位或行动迟缓 ,很可能会错失或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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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机会。另外 ,过去研究人员 (包括教练员) 经

常抱怨“科研经费短缺”等问题 ,为科研经费发愁 ,而现在情况

发生了较大变化。面对 1 个课题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元、

甚至上百万的充裕的研究经费 ,我们能做什么 ? 面对前所未有

的科技大投入 ,如何保证较大的科技产出与金牌贡献是一个必

须面对的实际问题。

3 　借用“外脑”促进我国射击和射箭运动改革与发展

3. 1 　中国射击和射箭应有更高的追求

中国射击有过辉煌的历史 ,一直是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 ;

射箭也有望成为我国的潜优势项目。需要指出的是 ,与乒乓

球、羽毛球和跳水等项目在奥运会上包揽或拿到大部分金牌相

比 ,射击在第 27 届悉尼奥运会 17 个单项中取得 3 枚金牌、8 枚

奖牌的成绩还是不能让人满意的 ,其发展潜力和空间是很大

的。我们应该在奥运会射击项目上拿到更多的金牌 ,为我国保

持第 1 集团和实现金牌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射击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要力争实现 4～5 枚金牌的奋斗目标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争取拿到 6～7 枚或更多 ;射箭应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夺得 1～2 枚金牌。对于我国射击和射箭未来

发展的目标 ,也许有人觉得定高了 ,有高不可攀的感觉。实际

上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和分析现在两个项目发展情况的话 ,能

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射击和射箭在未来的发展中理应有更高的

追求 ,也有可能实现更大的辉煌 ,创造新的奇迹。现在我们面

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来实现这样宏伟的奋斗目标。

中国射击走到今天 ,的确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这是一笔宝

贵的财富 ,但是如果我们过于依赖它 ,弄不好就变成包袱。中

国射击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不需要学习对手长处的地步 ,况且我

们还有许多不足。不管我们的水平有多高 ,虚心总不是一件坏

事。中国射箭在 2001 年北京世锦赛上取得了突破 ,但是我们

的老对手韩国在这个项目上强大的实力使我们在未来的征程

上困难重重。尽管我们不愿承认有什么“恐韩症”,但是承认与

韩国射箭还有较大差距的背后是什么 ? 中国射箭经历了盲目

自信、自大、自卑等阶段 ,现在多少找到了一些自信 ,这是一个

好兆头 ,但是仅凭现有的自信要想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是不够

的。

3. 2 　借用“外脑”的原由

在电视媒体竞争进入白热化的今天 ,央视的一些品牌节目

纷纷借用“外脑”来进行节目的策划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

谓借用“外脑”,就是电视台邀请台外高明人士担任节目策划 ;

当前的“外脑”主要有三种人 :一是报社记者 ,二是大学老师 ,三

是研究所专家 (引自张锦力 ,《解密中国电视》,中国城市出版

社 ,1999) 。

2002 年初 ,笔者应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举办

的“体育竞赛部节目研讨会”,后又参加了体育综艺节目《世纪

猜想》改版的座谈会。参加这两个会收获最大的是看到媒体在

如何借用“外脑”。在这些“外脑”发言的同时 ,旁边请来的专业

速记员进行紧张的记录整理 ,最后形成一份较为完整的讲话

稿。从这一点上足以感受到举办者的重视程度。参加这种活

动让我很容易联想到我们一些运动项目的发展问题。如果这

些运动项目能借用“外脑”开拓思路 ,更新观念 ,寻求突破的话 ,

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和效果呢 ?

在现实工作中 ,如果我们长期“闭门造车”,不与外界进行

有效交流 ,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长期从事某种工作 ,容易使

人形成一些思维定势或惯性思维 ,从而束缚人的思想和行为。

这正应验了“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那句话了。

“外脑”表面上看不是内行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隔行不隔理”。

“外脑”由于很少受到“行规”的限制 ,因此一些想法和建议很可

能会成为我们工作的突破口和创新点。我们需要“外脑”的一

些好点子 ,需要经常听一听“外脑”对我们工作的看法。或许这

种交流能让我们不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少走一些弯路。

3 . 3 　借用“外脑”发展我国射击和射箭运动的思考

过去召开的运动训练工作研讨会通常的作法是局限在所

谓的圈内人士 ,现在提“外脑”的意思是应该扩大这个范围 ,邀

请一些优势项目的有关人员、大学和研究所的相关学科专家学

者、体育爱好者和其它领域的有识之士来参与运动项目的发展

战略和训练管理工作的研讨 ,听取他们的意见。从广义上讲 ,

聘请洋教练应属于借用“外脑”的范畴 ,但不是惟一。借用“外

脑”与“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还不是一回事 ,但是与“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的意思接近。

定期召开工作或学术研讨会是借用“外脑”常用的方法。

中国射击和射箭举行这样的活动不是太多的 ,而是太少了。我

国竞技体育其它一些项目也是如此。让人欣慰的是 ,《中国射

击射箭》杂志近年来发表了一些这方面文章 ,但是与专题研讨

会的形式相比 ,“声音”小 ,效果有限。另外 ,许多“外脑”也没时

间写文章。中国射击和射箭要想有更大的发展 ,应建立一个精

干的、充满智慧的“外脑”顾问班子 ,每年召开 1～2 次“外脑”研

讨会 ,欢迎他们提意见 ,同时听取“外脑”的奇思妙想和为我所

用的思路。有时候 ,“外脑”不经意间的一个名词或一句话就可

能让我们深受启发 ,从而引发我们对项目训练和比赛的反思。

请“外脑”来共商中国射击和射箭发展大计 ,关键问题是要

有真诚的虚心学习态度和对“外脑”智力劳动成果尊重的意识 ,

切不可自以为是 ,把他们当成廉价的劳动力 ,否则下一次这些

“外脑”谁还会来参加这样的活动。这样做也就失去了借用“外

脑”的实际意义。

在借用“外脑”中 ,期望值要适当。参与运动项目发展的研

讨 ,对于“外脑”来说毕竟只是业余客串 ,请他们来讲一讲可以 ,

但是让他们写篇稿子 ,很多人可能就会找借口推脱 ,不愿来了。

对于主办者来说 ,如果能够做到殷情备至 ,礼遇有加的话 ,相信

会感动这些“外脑”,从而调动他们的参与积极性 ,取得预期的

良好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 ,借助“外脑”只是一种可供选用的有效方法

而已 ,重要的还是要建立培养“内脑”的机制。有关部门应该拿

出一笔经费来培养从事射击和射箭运动发展问题的专门研究

人员 ,同时要一如继往地解决广大教练员知识更新和科研能力

提高的问题。跳出我们狭小闭塞的圈子 ,呼吸外面一些新鲜的

空气 ,获取更多的营养 ,对于中国射击和射箭界人士来说 ,还是

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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