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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比赛中运动员思维特征及思维能力的培养

曾晓彬
（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体育系，湖南 郴州 423000）

摘 要：从分析比赛中运动员思维活动的特征着手，阐明了思维能力在高水平排球比赛中所起着的微妙

的、不易被人们重视的作用，对思维能力发展对策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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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hletes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inking capabilities in volleyball 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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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essay clarifies the subtle，neglectful function of thinking capabilities in high - level volleyball dual meet
through analyzing the athletes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atch. It also studies and explores the statistics of how to devel-
op the athletes thinking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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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比赛是在快节奏、激烈的对抗和迅速变化的环境中

展开的。由于场上情况错综复杂、变化无常，要求运动员时

刻注意观察判断和分析场上情况，明白同伴和对方队员的动

向，识破和揭露对方的战术意图，及时采取对策调整自己的

行动。基于这样的条件与要求，要取得比赛的胜利，运动员

除了具备技战术能力外，还要具有相应发展的思维能力和进

行积极的思维活动。

1 思维的本质及在排球运动中的作用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思维过程是一种对客观事物的间接

概括的反映过程，它反映出客观事物的一般特性和对客观事

物间的关系，并通过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等过程来实

现。通过这些过程就能逐渐透过事物的外部现象，深入到事

物的本质，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例如：球队在进行赛前准

备时，首先要分析比赛双方每个队员的特点和整体实力，然

后把个人和局部的情况组合在一个整体来考虑，再对比双方

技战术特点，预测对方将采取的技战术行动，找出克敌制胜

的关键所在，制定出比赛方案。

事实上，在许多人思想中还存在着这样的观点，即认为

身体活动与思维无关，体育运动勿需思维能力，甚而认为体

育运动会阻碍思维能力的发展等等。其实不然，在体育运动

中，不仅需要一般人所具有的逻辑思维，而且更重要的是需

要体育运动所特有的思维能力。排球运动思维能力的发展，

有助于排球运动技战术水平的发展和提高，有助于运动员整

个心理素质的发展，因为任何思维能力的形成，都可能迁移

到其他心理活动领域中去。

排球比赛中技战术行动质量和效果依赖于思维活动能

力。没有积极的思维，就无法对比赛场上错综复杂的变化作

出正确的判断，就难以揭露对方的战术意图，识破对方战术

行动的特点及其进行规律，也就无法确定自己的技战术对

策。没有思维的行动只能是无意识的、机械的、被动的，技战

术行动将失去针对性、目的性、预见性，也就不可能取得预期

效果。有经验的、勤于思考的教练员或运动员，能在赛前就

注重了解和收集对方球队和队员的特点及有关情况，分析对

方的优势和弱点，制定出针对性强的行动方案，力争掌握比

赛的主动权。由此可见，思维活动始终伴随着教练员和队员

贯穿整个比赛过程之中。

2 排球比赛中运动员思维活动特征

2 .1 预定计划时的思维活动特征

根据临场情况二传手与进攻队员之间在实施具体行动

前，通过特定的信号联系，拟定进攻战术配合方法，其思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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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特征包括：思维过程倾向性和从容性。

（1）思维活动倾向性：表现为通过队员的观察、分析、判

断、确定行动方案后，思维活动集中于这一方案。如二传手

与进攻队员根据临场情况，通过信号联系，拟定进攻战术配

合方法后，进攻队员紧紧地围绕这一方法展开积极的思维活

动，而对其它的配合方法，可以暂不考虑。

（2）思维活动的从容性：表现为在实施具体行动前二传

手和进攻队员有较充裕的时间来考虑行动的方法和过程。

从拟定战术打法到具体的实施之间有一时间空隙，二传手和

进攻队员有较充裕的时间来观察对方队员的防守位置，分析

防守的薄弱环节，以此来确定本队的配合行动，考虑如何提

高配合的质量和效果。

2 .2 战术变化时的思维活动特征

（1）行动中的思维过程。运动员所采取的决定，是在当前运

动的情景中，对比赛双方的能力及战术意图、战术特点，而作出

的正确判断及预见。这些判断和预见，都是在行动中进行，又迅

速地在行动中实现，同时还在行动中不断校正。这种思维活动

不仅进行得速度快，同时思维本身也获得了直观有效性。

（2）思维活动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广泛性表现为善于全

面地观察了解、分析、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着眼于事物之

间的联系。深刻性表现为透过事物的表面观象，抓住事物的

本质和关键所在，正确地预见事件的进程和后果。常言道，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比赛前全面分析环境条件，双方队员

以往比赛技战术运用、心理等多方面因素，根据所掌握的情

况，作周密的部署，并随时作好应付突发情况的准备，一旦形

势不利能及时进行调整，采取有效对策。如二传队员在场上

要统观全局，视野开阔，头脑清醒，思路清晰灵活，既要对本

队进攻战术的内容、队员的特点和临场状况了如指掌，又要

善于观察对方队员和攻防战术的特点及动向，及时抓住进攻

时机、突破点，还要做到既有事先计划又能随机应变。又如：

对方比赛中要求替换二传队员，此时就要善于分析对方换人

的目的所在，判断对方换人后可能采用新的战术打法，识破

对方的战术意图。替换二传队员不外乎是改变现有的战术

打法和调整比赛节奏，使防守一方不适应新的变化而出现被

动局面。由此我们要从单纯的正常替换队员的现象中洞察

它的实质，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3）思维活动的灵活性。思维活动的灵活性表现在善于

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决定或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善于

把一般性的原理灵活地运用于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去。由于

排球比赛对抗性强，场上情况错综复杂，因此队员既要很好

地贯彻执行初定方案，采取有组织、有目的、有预见性的配合

行动，又不能机械地、刻板地、公式化一成不变地执行。双方

实力越是接近争夺就会越激烈，就越难朝着既定的方向发

展，这就需要运动员在较为复杂的比赛环境中灵活思考。例

如，赛前准备会上教练员根据对手情况作了针对性强的打法

布置，队员就应遵循事先制定好了的战术计划进行比赛，但

竞技场上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往往准备会上研究的情况、部

署、对策不能完全兑现，况且比赛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偶然因

素。因此这时队员就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具体情况，通过积极

思维对原方案对策加以调整。

（4）思维活动的敏捷性。思维活动的敏捷性表现为能迅

速反映事物本质，果断地采取即时行动。由于队员的技术、

战术水平和身体素质普遍提高，球速及攻防转换频率加快，

争夺往往在瞬间完成。因此队员是在激烈对抗、高速运动的

环境中思考问题的，它容不得队员去仔细思考，慢慢分析，而

是随着比赛节奏动作速率的加快，思维活动也随之高速度运

转，并在极短的时间内付诸于行动。例如二传手组织进攻战

术时，一传球到位后，二传手马上进行的思维活动是如何分

配球，从哪个区域进攻突破对方的防守，采用何种战术配合，

给哪个队员进攻，给什么样的球，必须在极短的瞬间作出决

定。由于这种思维活动是在瞬间完成的，以致那些中间环节

常常不能察觉出来，而只有最后的结果才能被意识到。

（5）思维和情绪紧密相联。比赛中运动员的情绪对思维

活动有很大的影响。有正确的比赛动机，良好的意志品质，

情绪处于最佳状态，运动员在比赛中就可以保持良好的竞技

状态，保证充分发挥技术，增强信心，提高克服困难的勇气，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感到自己有巨大的力量，不觉得疲倦，反

应迅速，动作敏捷，有助于提高运动员思维活动的积极性，有

助于运动员的创造性行为。如果是过于兴奋激动或是过于

紧张、情绪不稳定，往往容易造成队员技术动作“走样”，判断

不准，反应迟钝，思维灵活性降低，其结果是注意力不能集

中，处理球不冷静，缺乏章法。

3 排球运动员思维能力培养及发展对策

高度发展的思维能力必须具有思维活动的广阔性和深

刻性、灵活性和敏捷性、行动性和强烈的情绪体验等良好的

思维品质。要培养和发展运动员的思维能力，就必须了解和

研究思维活动的特征，并根据思维活动的这些特征，有针对

性地、有的放矢地选择思维能力培养方法和手段，只有这样

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3 .1 训练中诱导队员独立思考

没有思维的活动，队员只能无意识机械地重复教练员的

演示，队员只能机械地掌握一定数量的动作和配合方法，不

能有效地去改进和提高动作的质量，也就不可能在比赛中有

创造性的发挥。因此在训练中，教练员在教授动作方法，战

术打法之前，应向队员阐明其特点、作用，运用时机及关键环

节，使学生有一个整体观念，诱导队员独立思考，促使他们通

过自己的思维活动去理解和掌握知识技能，在此基础上技战

术水平才可能有提高。

3 .2 锻炼队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充分发挥本队特长、针对性强的比赛方案的制定，必

须是建立在对比赛双方情况非常熟知及多方分析、权衡利弊

的基础之上。因此队员在设计方案的过程中，必须去了解和

掌握对手人员特点、技术特长和弱点、人员配备，熟悉对手的

攻防战术，推断对手的比赛布署，预测比赛过程。由此制定

出针对性强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通过赛前布置队员设

计比赛方案这种手段，促使队员开动脑筋，积极思考，锻炼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下转第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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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论与建议

（1）发球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各个队其他技战术

水平的发挥，目前我国排球由于发球水平严重低于与国外，

在一些比赛的挑边中，首先选择接发球已成为一种趋势，这

一方面说明了对发球没有信心，另一方面也是否说明了在技

战术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拱手将“先发制人”的权利交给了别

人，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排球的整体水平发展，因此，强化发

球技术，是振兴我国排球水平的一条必经之路。

（2）网上争夺愈演愈烈，其中扣球技术是获胜的主要手

段，在本次比赛中的数据也加以证明，我国男子排球队在国

际比赛中，强攻不强，战术乏力的现象历历在目，如何发展与

形成自己的进攻特点，如何与强队进行“对标”，找出差距，提

高主动得分能力，减少自身失误，是比赛获胜的关键。

（3）每球得分的排球新规则，规定排球比赛中的任何失

误即失分，将一攻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作为一

攻基础的一传技术，是本次比赛中失误率最低的，表明各队

对这项技术非常重视。

（4）发球和拦网技术是影响防守水平的重要因素，各队

应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待防守技术，不仅只是加强防守的技战

术能力，也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发球和拦网技术的练习，并

且结合本队的具体情况，合理地运用自由人战术，用整体协

作来看待后排防守，将这一技术失分大户减少到最低点，也

是获取比赛胜利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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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强调练想结合，培养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

思维是在感知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对动作的感知，便

不能形成动作概念。基于此，教练员在训练前应使运动员了

解动作和配合行动的实质、规则以及完成动作和配合要素与

细枝末节；通过运动员的内部语言，自觉地思索概念且默识

于心，使运动表象在大脑皮层中获得强化和巩固。

在教学训练过程中强调队员带着问题去练习。例如：如

何才能更快更好地提高和完善技术动作，如何才能提高战术

配合质量和效果，如何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等。教练员

要针对训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启发队员积极思考、分析原

因，找出症结、提出改进措施，使每次练习都具有目的性和预

见性，培养队员在练习中思考，通过思考再去练习，不断总结

提高的良好思维习惯。

3 .4 加强情绪控制和调节能力的培养

由于思维活动与情绪联系紧密，因此在训练比赛中要有

意识地加强自我情绪控制和调节能力的训练。不同的情绪

对思维活动有很大影响。一般情况下运动员对比赛充满信

心，心情放松愉快，能形成增力情绪，可使思维活跃，并促进

运动员创造性的完成技战术任务。但是情绪体验过于强烈，

也会影响思维过程的进行，想赢怕输过于紧张，盲目自信过

于放松，都可能造成思维活动迟缓，动作“变形”，判断不准，

目的性不强，表现失常等现象发生。由此我们认为赛前教练

员应将比赛的意义，运动员要完成的任务，双方实力的对比，

外部环境的影响及比赛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应采取的对策等

向运动员交待清楚，让他们积极思考，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才

能保持思维的最佳状态。另就是在训练中根据实战的需要，

有意识地对运动员提出一定数量与质量的指标要求，实施各

种干扰，施加心理压力，以提高其自我控制和调节能力。

3 .5 在实战中提高思维活动能力

队员通过全面地观察、了解、分析比赛双方战术意图和

特点所作出的判断及预见，以及根据临场变化经所采取的有

针对性的对策，都是在比赛过程中进行的，而且又必须在行

动中来实现和加以调整。这种思维过程的高速度和灵活性

及所获得的直观效应，只有通过紧张激烈的比赛磨炼才有可

能得到充分体现和提高。因此，多让运动员进行教学训练比

赛和参加水平较高的正式赛事，在实战中磨炼，积累比赛经

验，随着比赛经验的增多，思维活动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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