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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回顾运动员参赛风险研究的基础上, 介绍了运动员参赛风险的提出经过, 对运动员参
赛风险进行了初步界定, 并从重大比赛中所发生意外事件分析了运动员参赛风险的一些具体表
现。另外, 结合大赛前准备工作的研究与应用, 提出进行运动员参赛风险管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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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reviewing research reports of risk of athlete participating in competition ,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mpetition risk of athletes , gives a definition of competition risk for the

first time, points out some concrete phenomenon of athlete risks in competition from accident

occurred in major competition . In addition to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pre 2competition prepa 2
ration ,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ssues of competition risk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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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运动员参赛风险研究的基础与雏形

从 20 世纪 80 年代, 我国开始对竞赛成功或失败问题进

行专题研究, 试图探寻影响运动竞赛结果与运动员竞赛发挥

(超常、正常、失常) 的各种因素。田麦久 (1984) 提出, 影响比

赛结果的基本因素是: 运动员所具有的竞技能力及其在比赛

中的发挥、竞赛对手所具有的竞技能力及其在比赛中的发挥

以及运动竞赛结果的评定这 3 个方面 [1]。刘建和等 (1990)认

为:“影响竞赛过程的因素是极其庞大而复杂的。粗略分析,

就包括如下几大类: 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及其表现; 教练员的

指挥艺术; 竞赛环境 (包括场地器材、气候地理、观众气氛

等) ; 裁判员的道德水平和业务水平; 竞赛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等。”[2] 李益群等 (2002) 提出影响运动员比赛成绩的 3 个子

系统, 即运动员子系统、教练员子系统和比赛条件子系统, 并

指出“训练水平要兑换成运动成绩, 这个兑换的过程有这么

多复杂因素介入, 有比训练过程更加难以控制的局面, 所以,

比赛过程是一个极复杂的过程。”[3] 需要指出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 运动竞赛的研究在我国并没有引起足

够的重视, 研究的重点是在运动训练问题上, 而不是在运动

竞赛特征与规律上, 也就是说运动训练研究是主流, 运动竞

赛研究处于非主流地位。这种状况到了 90 年代中后期才得

到了改变。

近些年来, 围绕竞赛成功 (或制胜) 和失败因素的研究越

来越多, 呈现上升的态势, 表明大家关注这一问题并正在逐

步使研究走向深入, 同时表现出紧密结合高水平运动竞赛活

动, 从多学科、多视角来探讨运动竞赛这一重要理论与实践

问题等特点。

刘建和的系列研究 (1997、2000、2001) 提出了一些值得

我们重视与思考的问题, 如“竞赛边界的相对开放性”、“影响

竞赛过程因素的随机性”、“竞赛结果的不确定性”等, 同时提

出了制胜研究的主要内容, 如比赛特性、制胜系统、运动员竞

技能力发挥稳定性、运动竞赛战术、运动竞赛环境、教练员临

场指挥、竞赛机遇、赛前直接准备、运动竞赛与运动训练的关

系等[4～ 6]。他认为, 影响运动员稳定性发挥的因素有内源性

因素 (含运动员竞技能力和教练员指挥能力) 和外源性因素

(含对手因素、竞赛现场因素及意外因素)。

对竞赛中随机现象和突发事件对运动员成绩影响的进

一步认识是目前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刘一民等 (1999)

提出:“竞赛过程中不可知因素和随机性因素远比训练过程

为多。时差、器械、舆论、观众、裁判和比赛对手等等, 所有这

些因素的增加和改变都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全队队员的生理

与心理状态, 从而直接影响比赛中综合制胜力的稳定发

挥。”[7] 张俊青 (2000) 认为:“偶然性因素导致比赛的失败, 在

现代竞技体育中已成为一个令教练员、运动员们都十分头疼

的问题, 有实力而不能取得胜利, 意想不到的原因导致比赛

失败的现象在现代竞技体育中屡见不鲜。为此, 很多运动训

练的专家、学者以及教练员们也都在注意这种竞技体育中的

特殊现象。比如, 运动员比赛中意外受伤、生病; 场地、器材方

面的原因导致技术上的失误; 气候、时差的变化给运动员状

态带来的不利影响; 足球比赛中意外将球碰入自家大门等

等, 尤其在一些技术上要求精确度非常高的项目, 诸如体操、

艺术体操、花样滑冰、冰舞、技巧、射击、射箭等, 哪怕是微乎

其微的偶然因素的影响, 都有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8]

马红宇等 (2002) 指出,“近年来, 新闻媒介屡屡报道运动员参

赛时所面临的诸如场地、气候、饮食、裁判和观众等问题影响

到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发挥的现象。而在本研究查阅的部分国

家队近 10 年的重大国家赛事总结中, 发现广大教练员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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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失败进行归因时, 也会经常提及时差调节不当、旅途疲

劳未完全恢复、当地的气候和场地不适应、饮食不习惯、语言

不通等因素。”[9]

在对影响运动员竞赛成绩因素进行认识的同时, 如何帮

助运动员在竞赛中取得好成绩已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

点。董新光 (1997)构建了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运动员获胜系

统, 并提出了运动竞赛保障体系基本框架。他认为, 运动竞赛

保障体系由赛前保障体系和赛间保障体系构成, 它们下一层

次是由信息保障、训练保障、身体保障、心理保障、管理保障

和思想保障组成[10]。马红宇 (2001)则对易地参赛环境问题进

行了实证研究, 并提出了易地参赛环境调适策略与方法 [11]。

另一方面, 近年来对一些运动专项运动员竞赛成绩影响

因素及其成败因素分析的研究也比较多, 并显现出不同运动

项目的差异性。这些研究对于今后的训练和竞赛具有直接的

积极意义。李辉 (1998)提出,“对赛艇比赛构成核心影响的因

素来自于以下 3 个方面: 体能因素、水上技术因素、心理学因

素。⋯⋯对赛艇训练、比赛有着相当重要影响的其它方面的

因素, 我们暂且称之为‘周边因素’。”[12] 其周边因素包括人的

因素 (如生理生化因素、医学因素、营养学因素、运动员的文

化知识和修养水平等) 与环境因素 (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等)。林青 (2001、2002) 认为, 影响足球运动员比赛能力的因

素纷繁复杂, 在运动员竞技能力构成因素 (体能、技能、战能、

心能和智能) 之外, 主观影响因素有睡眠、饮食、性生活、伤

病、用药等 5 个方面; 客观影响因素有地理位置、赛场噪音、

气候、场地装备、偶发因素等 5 个方面[13]。殷红 (2002) 指出,

“体能、成套动作完成数量的保证、成功率的提高, 只是比赛

成功的因素, 它只反映运动员完成动作的能力。在竞技体操

比赛中导致失败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 它伴随着许多心理因

素。”[14] 她提出, 体操项目可靠性的影响因素包括非“正常”因

素 (如等待过长、出场顺序被颠倒、专项准备活动不充分等)、

对手和裁判因素 (如心理预期受挫、担心分数等)、场地和器

材因素 (如自由体操场地、单杠和双杠的软硬度及弹性大小

不同、器械不同的形状和颜色等)。

这里要指出的是, 训练与竞赛及其关系是一个不能回避

的、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虽然对训练与竞赛的差异问题, 大

家都没有异议, 但是在差异程度的认识上还是很不一致的。

一些人认为, 训练与竞赛是相似的, 仅仅是在程度上有所不

同, 没有本质的不同; 也有人提出, 训练与竞赛根本就不是一

回事, 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切不可混为一谈。“本质区别论”强

调训练的简单与封闭性, 而竞赛则是复杂和开放的, 特别是

运动员竞赛时的高心理负荷是训练时体会不到的, 正是由于

这些特点, 使得训练与竞赛有质的不同。认识上分歧必然带

来训练行为与竞赛保障措施上的差异, 最终导致对竞赛成绩

影响的不同。这场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但也反映出对竞赛本

质的认识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影响运动员训练和竞赛的众多影响因素的分析、到运

动竞赛保障体系的构建, 特别是对竞赛的不确定性、随机性

或偶然性对运动员成绩发挥的影响等问题的认识上达成了

某些一致, 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这

些研究为运动员参赛风险问题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部分

研究是运动员参赛风险问题研究的雏形。

二、运动员参赛风险的提出与界定

(一)运动员参赛风险的提出

1995 年 5 月 15 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今天我

们面对风险——专访中科院心理所徐联仓研究员”。徐联仓

指出,“所谓风险, 就是某一事件产生我们所不希望的后果的

可能性。⋯⋯风险总是与潜在的损失相联系的。损失表示风

险的消极意义, 但是人们也常常从风险中体验积极的意义。

正是在承受了‘损失的可能’之后, 也许会进一步发掘出更大

获益的可能, 这就是人们甘愿冒险的原因了。”那么, 运动竞

赛不也是一种高风险活动吗? 能否从风险角度来研究运动员

参赛问题?

截止到 2002 年底, 国内外还没有人提出“运动员参赛风

险”这个概念与理论。在 2002 年国家级教练员研讨班以及当

代运动训练学论坛期间, 向一些教练员和专家学者了解“运

动员参赛风险”问题, 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新名词、新提

法, 视角独特, 有一定的新颖性, 而且这个问题的研究非常有

实际意义。

在有关风险研究文献检索和查阅中, 我们发现国外体育

运动管理学中有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 in Sports )的内

容, 但它主要是针对赛事组织与经营、学校体育活动安全等

方面的风险管理而言的, 没有运动员参赛风险问题的研究。

目前我国在体育赛事组织与经营风险管理方面进行了初步

研究, 如张超慧 (2001)“论体育经营风险与风险管理”、张国

威 (2001)“2008 年北京奥运会所面临的风险及其化解对策”

等。2003 年上半年, 由于我国发生了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导致原定 9 月份在我国举行的女足世界杯比赛被改在美

国举行。这种变换比赛承办国的做法在历史上并不是罕见

的, 如 1999 年第 45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由于战争的原因被

改期易地举行。这也提示我国在承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过

程中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赛事取消”, 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应

对, 尽快制定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风险管理行动纲要。

(二)运动员参赛风险的界定

要界定运动员参赛风险, 首先要了解“风险”的含义。风

险在英语中有 3 种表达词汇: Risk、Peril 和 Hazard。Risk 是

指不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Peril 是指所发生的不利事件本

身; Hazard 是指不利事件发生的条件, 即发生事故的前提、环

境、诱因等。《现代汉语词典》把风险定义为“可能发生的危

险”。

人们从事某种活动, 总是预期一定的结果。如果对于预

期的结果没有十分的把握, 人们就会认为该项活动有风险。

只要对未来事件进行了期望, 就有无法取得期望结果的可能

性, 这就是说有“风险”。没有对事件的未来进行主观预计, 便

没有期望结果, 也就不存在实际结果与期望结果的偏差, 也

就谈不上风险问题。目前, 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风

险定义。实际上, 风险是实际结果偏离预期有利结果的可能

性 (或概率) , 也就是不利结果 (或损失)出现的可能性。

谈到风险, 必然要涉及“损失”, 没有损失则无“险”可言。

冯必扬 (2001) 认为,“风险具有客观性、不利性、不确定性等

基本性质, 是事情不利的、损害主体的结果。风险是一个预期

性概念, 这种不利的、损害主体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只有可

能性, 没有必然性, 所以要设法防范风险。”[15] 可以说, 从事一

种可能获利的风险活动, 在考察各种影响因素时, 只有那些

不利因素才是风险因素。要在这样的活动中不致失利, 就必

须采取种种措施, 避免或减少不利因素的影响, 也就是要消

除或抑制风险因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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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什么是运动员参赛风险呢? 运动员参赛风险是风

险的一种类型, 它是指在运动竞赛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干扰运

动员比赛发挥或导致运动员比赛成绩降低的事件。运动员参

赛风险是由竞赛中不利或干扰事件引发的, 它所导致的可能

结果是降低运动员竞赛成绩或使运动员在竞赛中发挥失常。

三、从重大比赛看运动员参赛风险的具体表现

运动竞赛本身是一项具有高度风险性的不确定性活动,

既存在成功的机会, 也有失败的可能。随着竞技体育的发展,

运动员参赛风险问题逐步显现出来。从近 5 届奥运会上中国

运动员的表现就能清楚地看到, 重大比赛中运动员参赛风险

问题是十分突出的。

1984 年第 23 届奥运会上, 曾 3 次打破世界纪录的我国

著名运动员朱建华, 赛前夺金的呼声很高, 然而却在男子跳

高比赛中因对场地不适应和对困难准备不足等原因未能发

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只获得了铜牌;1988 年第 24 届奥运会

上, 我国优秀举重运动员何灼强赛前被认为最有把握夺取奥

运会金牌, 然而由于在赛前发生比赛服丢失等一系列事件引

起情绪烦躁和过分紧张, 导致在竞赛中发挥不尽如人意, 只

得了铜牌;1992 年第 25 届奥运会, 我国优秀跳水运动员谭良

德第一天预赛名列第 1, 在决赛的前两轮曾保持第 1 名, 但是

由于年龄偏大, 体力不支, 在做自选动作时出现 2、3 个小失

误, 结果仅获男子跳板比赛银牌。

袁伟民 (1996) 在“中国奥运健儿扬威亚特兰大”一文中

指出,“本届奥运会, 运动员们所遇到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

也是意想不到的, 而中国运动员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比别的国

家更多。首先是受到了不公正舆论的干扰。⋯⋯组织工作的

混乱, 也给运动员参赛制造了种种困难, 如有些国家和地区

的运动员经常因司机不熟悉路线或交通阻塞而耽误了训练

和比赛⋯⋯组织工作方面比较突出的有三大问题: 一是交通

和通讯经常出现障碍, 漏洞百出; ⋯⋯第二是商业性气息太

浓; ⋯⋯第三是运动员缺乏安全感。在奥运会的十几天里, 运

动员宿舍曾 8 次响起火警警报, 其中有一次是在开赛头一天

的夜里两点钟, 我们的运动员在外面呆了半个多小时后经我

们交涉才被允许回去休息。特别是 7 月 27 日凌晨在奥林匹

克公园发生的大爆炸, 更给整个奥运会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

影, 后来, 组委会和有些比赛场 (馆) 多次接到‘有炸弹’的匿

名电话, 使运动员的生活和比赛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

⋯⋯在本届奥运会上, 我国运动员还面临亚特兰大的气候和

饮食普遍不适应的困难。⋯⋯射击运动员王义夫在出发前就

病魔缠身, 他是坐着轮椅被抬上飞机的。比赛前, 他曾两次昏

厥, 当领队问他能不能参加 20 日的比赛时, 他坚定地说,‘我

死也要死在靶台上’, 第 2 天他不仅参加了比赛, 而且在最后

一枪前还一直领先 3.8 环。但在他准备打最后一枪时, 比赛

场上突然停电, 在王义夫支撑着病体, 再次站到射击台前时,

他眼前已是一片漆黑, 打完最后一枪, 便晕到在靶场上。”[17]

前苏联的一个研究报告曾提出, 影响运动员成绩的因素

多达 100 多种, 如技术、战术、体能、心理状态、身体状况、饮

食、气候、场地、交通、新闻媒体、比赛时间、比赛地点、器材、

住宿、观众、裁判员、赛前训练、临场指导、人际关系等。国内

有人提出影响运动员竞赛的因素有 150 多种。显然, 这些影

响因素都可能成为运动员参赛的风险因素, 并由此可能引发

一些运动员参赛风险事件, 给运动员竞赛成绩带来许多不利

影响。

运动员参赛通常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赛前准备

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比赛阶段。根据历史资料和国内外其它

方面研究成果, 初步确定运动员参赛风险为赛前准备风险和

赛中竞争风险两大类。从运动员赛前准备阶段开始, 就充满

着各种不同的参赛风险及参赛风险组合, 它们的出现概率和

所造成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四、大赛前准备工作与运动员参赛风险管理

大赛前准备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运动员或运动队的

竞赛成绩, 因此, 大赛前准备工作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原中国

女排教练邓若曾 (1999) 指出,“这一工作非常重要, 因为平时

技术训练、战术训练、身体训练以及思想教育的成果, 都要在

这一阶段进行整合, 让运动员形成良好的竞技状态。”[18] 他认

为, 大赛前准备工作应从调整好运动员的心态、培养运动员

良好的竞技状态以及加强赛前管理等方面来进行。中国乒乓

球队教练李晓东 (1999)在全国运动训练高级讲习班上指出:

“从近几年的国际比赛看, 我队的胜率仅在 40%～ 50% 左右,

但在世界三大赛中成绩显赫, 这很大程度是由于赛前准备充

足结果。”他还介绍了准备世界大赛的经验:1 ) 主攻方向明

确;2 ) 困难准备充足,“我们对当地的球台、用球、气温、湿度、

观众噪音、生活不适、比赛时间 (折腾运动员) 等出试卷组织

运动员答卷, 为克服困难做准备”;3 ) 对手资料全;4 ) 技战术

研究细;5 )赛前训练精[19]。

历来重视大赛前准备的中国射击队,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

探索后提出, 大赛前应做好以下 8 个方面的准备:1 ) 技术准

备;2 ) 器材准备;3 ) 心理准备;4 ) 对规则规程的充分理解和掌

握;5 ) 要结合实战进行模拟训练;6 ) 每个运动员和教练员甚

至领队都要制定一个符合比赛实际的作战方案和预案;7 ) 做

好身体准备;8 ) 要系统地理出这支队伍在过去的比赛中曾经

出现过哪些问题。在第 8 个方面的准备上,“中国射击队整理

了一份历年比赛中出现的偶发事件表, 并配有相应的解决方

案。从表上可以看出, 每次比赛出现的问题不尽相同, 一场比

赛一个问题。此表印发给教练员、运动员, 以使他们心中有

数, 避免类似问题在比赛中发生”(朱萍,2001 ) [20]。

目前, 竞赛前准备工作的细化是这方面应用与研究的一

个方向。中国射击队总教练许海峰 (2002) 在“当代运动训练

问题论坛”的主题报告中指出:“根据目前的训练情况, 根据

比赛的场地情况, 根据一系列情况, 分析在这次比赛中可能

会出现什么问题? 可以想得越多越好, 可以想得越离奇越好。

这个我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子。由于赛前我们把困难想得不

够, 出现问题以后你没有办法去解决, 所以赛前要把可能出

现的问题想得越多越好。”王鼎华 (2002) 在首届国家级教练

研讨班的专家主报告中介绍了中国乒乓球队这方面的一个

事例:“那天, 我去李晓东那儿要来了一份材料了解到, ⋯⋯

对王励勤, 他们提出了 67 个问题, 分七大类: 第 1 个是赛前

准备; 第 2 个是比赛中的思想活动; 第 3 个是接发球的人怎

么做; 第 4 个是发球和发球抢攻的这个人怎么做; 第 5 个是

相持球怎么做; 第 6 个是训练质量怎么提高, 还有其它的一

些。就是说, 所有能够遇到的问题, 在训练里面、比赛里面你

遇到的问题都跟他提出来, 提出来以后让他做。比如, 第一个

赛前准备, 比赛对手比我强, 要想取胜怎么准备; 比赛对手比

我弱, 该怎么准备; 有的实力差不多的该怎么准备; 对过去赢

过我的对手怎么样; 对输给我的对手怎么样, 把能够想到的

问题全考虑到了。”[21] 谭建共等 (2002) 提出了投掷运动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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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准备的具体方案 (包括如何合理选择赛前一天的运动内

容、赛前 24 小时的常规准备以及比赛当天的准备等) [22]。进

行认真细致的大赛前准备工作, 特别是进行模拟训练和严格

的生活管理 (邹志华,2001 ) [23] , 可以防止竞赛中意外事件的

发生, 减少或消除“非战斗性减员”, 使运动员能在大赛上充

分发挥水平, 并取得最佳成绩。大赛前准备工作是避免运动

员参赛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 是运动员参赛风险管理的主要

内容。

虽然运动员参赛风险及其参赛风险管理是一个新名词

和新想法, 但是其思想和理论在我国高水平运动员参加重大

竞赛过程中还是有所应用的。中国体操队总教练黄玉斌等

(2003) 指出,“竞技体操的最大魅力, 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的

不可控性、偶然性和突发性, 不到比赛结束的那一时刻, 谁都

不敢说最后的胜利属于谁。⋯⋯要避免训练和比赛中过大的

风险, 教练员要学会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

这也是分散风险的最基本的形式。中国体操队备战第 27 届悉

尼奥运会人选问题的确定, 就充分反映了如何在预先的决策中

回避风险, 把比赛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24] 这是我

们在国内外体育研究文献中首次看到这样的论述与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 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在运动实践中能够

针对竞赛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采取一些预防策略与解

决方法, 但是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和

化解运动员参赛风险, 而只是想到是为了在竞赛中减少失误

和避免发挥失常, 以取得最好的竞赛成绩。实际上, 他们遇到

的和试图解决的就是运动员参赛风险问题, 但是, 目前这方

面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明显不足。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

是, 引入现代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方法, 深入研究运动员参赛

风险问题, 并对运动员进行参赛风险管理, 以提高运动效能。

五、运动员参赛风险研究方法及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对运动员参赛风险问题进行定性与定量的研究, 涉及管

理心理学、现代项目管理、风险管理、运动训练学、预测学和

数理统计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其主要研究方法有文献资

料调研、头脑风暴、专家访谈、问卷调查和个案研究等。在进

行运动员参赛风险分析与评估时, 还可以采用风险研究常用

的风险检查表 (Checklist )、事故树分析 (FTA )、层次分析

(AHP )等。

运动员参赛风险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

11 运动员参赛风险的识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运动员参赛风险的识别:1 ) 运动员参赛包括哪些活动?2 ) 各

个活动中存在哪些风险?3 )这些风险产生的原因是什么?4 )

运动员参赛中哪些风险是主要的?5 )各参赛风险变量之间是

否相关?

21 运动员参赛风险的评估。主要探讨运动员参赛风险

事件的发生概率, 并对这些风险事件后果从损失性质、范围

和时间分布等方面进行度量与评估。这些运动员参赛风险会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利情况, 我

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31 运动员参赛风险的预警。通过反复研究和实践检验,

准确找出那些与参赛风险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主客观因素, 并

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 形成运动员参赛风险的预警机

制, 从而对运动员参赛风险进行比较客观、准确的预报。

41 运动员参赛风险的管理。在对可能遇到的风险因素

与风险事件进行分析与预测基础上, 提出运动员参赛风险的

具体化解与应对策略, 并编写《运动员参赛风险管理指南》手

册。另外, 在运动员参赛风险管理的过程中, 引入“运动员参

赛风险 (意识)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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