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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环节遥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袁但仍出现了许多问题袁认识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的基本属性是解决问题的基础遥 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是实施野体教结合冶办
训的典型案例遥 剖析野体教结合冶模式的优势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属性实现方式袁探
讨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与杨泰实验学校野体教结合冶的成功经验袁为我国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提供启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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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f reserve talents i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the cultivation model of reserve talents in competitive sports has been continuously modified
and improved, but meanwhile many problems have emerged.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reserve talents is the prerequisite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Cao Yanhua Table Tennis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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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implementing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model.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model and the way to cultivate the attributes of reserve
talents in competitive sport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ombining sports with
education in Cao Yanhua Table Tennis Training School and Yang Tai Experimental School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ur country to cultivate reserve talents in competitive sports.
reserve talents for competitive sports; attribute; cultivation method; Cao Yanhua Table
Tennis Training School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是我国竞技体育改革
发展中的重要命题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袁我国实行

渊即向优秀运动队等高级训练单位输送人才 的中级

训练阶段冤曰国家队尧省优秀运动队承担一线队伍的

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结构是院 体育传统项

培养任务渊即运动员的高级训练阶段冤遥 如此我国形

目学校尧业余体校承担三线队伍的培养任务渊即后备

成了野金字塔式冶三级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模式遥

人才选材与启蒙的初级训练阶段冤曰 体育运动学校尧
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承担二线队伍的培养任务

20 世纪末袁 我国竞技体育呈现出从 野举国体制冶和
野市场与计划冶二元机制并存袁再到提倡市场主 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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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遥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

近年来袁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袁归根到底是人才

养体制也经历了一个由野业余竞技体制冶向野专业竞

的竞争遥 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袁谁就拥有了竞争优势袁

技体制冶转变袁再由野专业竞技体制冶向专业尧业余和
职业野多种竞技体制并存冶的转变历程 [1] 遥

就能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 [3] 遥 现代
社会中袁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所谓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袁 不仅应具有较高的竞

及社会发展的一项产业袁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袁丰富

技运动能力袁还必须是接受较好的文化科学教育袁品

人们的业余生活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袁对国家尧社

行端正尧身心健康的人才遥无论从运动员自身竞技运
动水平提升角度袁 还是未来社会对公民素质的要求

会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4] 遥 在维护国际

和平袁促进国际交流方面也有着重要作用袁同时也是

角度袁偏废道德品行尧心理健康和文化修养的竞技体

世界各国科学尧技术尧经济发展尧文化文明程度 的展

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袁 也是不科

示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核心是人才资源属性袁而人

学尧不合理的遥

才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必需品袁 也是建设体育强国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主要有 4

非常重要的一环袁 对其培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国

种院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野一条龙体教结合冶模式尧丁

竞技体育能否可持续发展遥因此袁与竞技体育有关的

俊晖为代表的野家庭培养冶模式尧市场主导的野温州冶

人才都应被视作公共产品遥

模式尧职业体育的青训模式遥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模式的探索袁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袁但也存在
一些不足遥 主要问题有院野体冶与野教冶没有深度的融
合袁资源耗费巨大袁运动员退役后遭遇就业等困境袁
无力化解学训矛盾袁发展结构失衡等 [2] 遥

纵观多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实

践经历袁成材率低尧学训矛盾突出等都是表 面现象袁
寻求治本之策袁还应回归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的基本

人才资源是人力资源中较高层次的部分袁 是高
层次的复杂劳动力遥他们具有特定的知识尧技能和专
长遥一般以学历尧技术职称和资格证书来作为衡量人

才资源的标准 [5] 遥 一般来说袁人才资源包括潜人才资
源和显人才资源两大块 [6] 遥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从狭

义上是指具有一定潜能并通过系统训练后袁 可能对

属 性 上 袁只 有 弄 清 楚 竞 技 体 育 后 备 人 才 野是 什 么 冶袁

竞技体育发展作出贡献的特殊群体遥 这类人群主要

人才的基本属性入手袁 结合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

选材袁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属于

才能谈野怎么办冶遥 因此袁本文从分析竞技体育后备

渊简称曹乒校 冤的 经 验 分 析 其 如 何 根 据 这 两 个 基 本

属 性 确 定 人 才 培 养 措 施 尧缓 解 体 教 矛 盾 袁最 终 实 现
人才培养目标遥

通过身体基本条件尧 运动能力发展潜力等方面进行
潜人才资源遥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作为一种特殊 的人 才资 源 袁

有别于一般人力资源院渊1冤野高能冶性遥 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具备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特殊的知识尧 经验 尧技
能袁在知识的创新尧传播尧储存和应用上比一 般人力
资源具有更多的优势袁能够在竞技体 育领域进行突

公共产品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收益
上的非排他性袁部分人对此类产品的使用不影响其他
人对此类产品的消费遥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袁一般由
政府或者事业单位等非营利性组织提供遥 从公共产品
的特征来看袁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国家或社会挖掘
的有天赋或潜能的青少年运动员袁 不属于纯公共产
品袁但具备公共产品的属性遥 我国在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上坚持可持续发展袁 国家对其的培养不影响
社会对不同项目后备人才的培养遥 此外袁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是未来可能为国家作出贡献的群体袁其所产生
的利益和社会影响等都属于国家遥 因此袁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作为具有一定专业素质且能够代表某一地区
参与竞技体育比赛的人才袁具有公共产品属性遥

破性的工作遥 渊2冤稀缺性遥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相对

一般体育人力资源而言袁 是体育人力资源的特 殊尧
高层次部分遥 虽然我国的人力资源非常多袁但在特

定 的 条 件 下 袁青 少 年 群 体 的 总 量 是 有 限 的 袁再 加 上
各个运动项目对身体形态的特殊要求以及其他不
利因素的影响袁能成为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青少年

就显得稀少短缺 [5] 遥 因此袁对一个国家来说袁无论其
人口多少尧面积大小尧经济发展水平高低袁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普遍都是相对稀缺的人才资源遥 渊3冤高流
动性遥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资源的高流动性袁是由其

野高能冶 性尧 稀缺性共同作用衍生而来的特性袁野高
能 冶性 尧稀 缺 性 使 得 竞 技 体 育 后 备 人 才 资 源 显 得 尤
为珍贵袁这两者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资源流动的内
在推动力量 [6]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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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调控遥资源经济学理论指出院
资源要最大限度实现价值袁 就要使资源得到合理配

置 [8] 遥 因此袁要将社会力量引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

培养中袁使参与的每个要素达到其利益最大化遥在市
2017 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颁发叶关于加

场调控的同时袁政府的监管必不可少遥在实现市场化

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曳袁 指出社

运作时袁 市场与政府要紧密结合袁 增加参与主体投

会力量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要

入尧加强各方资源合作袁使市场发挥自主性袁为竞技

积极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后备人才培养工作 遥
[7]

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增加保障遥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仅仅依靠家庭尧 个体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袁 市场化的配置方式

是无法实现的袁需要政府提供平台和社会保障遥在我

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显示出多方面的优势遥

国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实践中袁 政府不仅

通过引导社会各方资源参与到学校尧体育运动学校尧

对国际尧 国内重大比赛的训练和参赛等工作进行指

俱乐部培养后备人才的过程中袁 利用社会资源的运

导尧组织尧协调袁还积极为各种体育赛事提供场地设

作尧资金等优势袁在政府的调控作用下袁能使参与的

施和相关配套物资保障袁 使竞技体育产品顺利产出

资源更好的整合遥 在保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更

的同时不断优化遥 社会组织在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

进一步的前提下袁也要满足社会力量投入的需求袁为

才上也提供了软硬件的支撑袁 如普及性的运动技能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单位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和

培训尧专业或业余的竞技比赛尧符合不同需求的运动

工作环境遥

场地等遥因此袁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在竞技体育人才

的野生产 冶野培育 冶等 环 节 中 应 各 尽 其 职 尧资 源 互 补 袁
为其提供坚实可靠的社会保障服务遥

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加强与各方力量的
合作袁把各方的优势和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袁提高后
备人才的培养效率袁优化后备人才的运行机制遥通过

构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供给制度体系时袁 既要

协会尧 俱乐部与学校合作办训袁 引进专业的训练理

有多元化主体参与培养的准入门槛制度袁 也要有对

念尧 师资与器械设施袁 与普通体育教师进行合作教

不同投入比例参与主体的利益保护规则遥 其制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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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应包含供给主体准入标准尧政策法规尧管理与服务
监督尧激励机制等袁从而保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顺

育袁可使后备人才得到更加专业的训练 [9] 袁同时也鼓
励社会上更多的体育培训机构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
交流来支持后备人才的培养遥

利培养及培养主体的基本利益遥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袁 市场自
政府部门要不断加强监督管理体系建设袁 为竞

主运作占据主要地位袁而政府的作用需慢慢弱化遥应

技体育产品的生产尧供应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袁使社

建立联合培养后备人才的合作机制袁 并在合作过程

会组织在规章制度约束下袁展开公平尧公开尧公正的

中不断完善体制机制袁达到各自需求的最大化遥在人

竞争袁从而培育更加有竞争实力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遥

才资源配置中要体现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利益杠杆
效应袁根据市场的供需自主决策袁调 动社会力量袁整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供给需要政府尧 社会组织
多方协作尧形成合力遥在举办国际尧国内大型赛事时袁
时常涉及交通管制尧安保尧涉外等问题袁此时仅有 社
会组织之力无法完成袁政府需参与其中袁通过搭建平
台及相关职能部门间的协调袁为赛事提供保障袁为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提供锻炼机会遥

合社会资源袁充分挖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资源袁拓宽
输送人才的渠道 [10] 遥

曹乒校依靠政府部门支持尧 社会力量办训以及

市场机制融合等措施袁 较好地实现了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属性袁其与实验学校等的合作袁实行体育和教育
内部资源的共享袁从而实现内部力量的高效融合袁是
野体教结合冶模式的一种创新遥因此袁依靠政府和社会
组织以及市场机制的深度融合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基本属性的实现方式袁 也是竞技体育长远发展的必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作为一种人才资源袁 其配置

由之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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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二线队冤尧曹乒俱乐部渊上海一线队冤的贯通袁形成
曹乒校是目前为止实施野体教结合冶办训的成功
案例之一遥曹乒校属于社会力量办训的社会组织袁依
托杨泰实验学校为学生运动员提供优质尧 系统的九
年制义务教育袁 是一所集乒乓训练与文化学习于一
体袁专门培养青少年乒乓球后备人才的寄宿制学校遥
目前袁 曹乒校每学期每周训练超过 5 次的学生运动
员总数有 230 余人袁 同时为杨泰实验学校超过千名
普通学生进行乒乓球普及训练袁 形成了和普通学校
共同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较为独特和成功的
野曹乒校冶模式遥 野曹乒校冶模式培养了多名高水平乒

乓球运动员袁在许多国内外大赛上取得了优异成绩遥
截至目前袁曹乒校先后向国家队输送了许昕尧尚坤尧
赵子豪尧杨屹韵等 8 名优秀运动员袁向曹乒俱乐部一
线专业队输送 28 人袁另向上海及外省市专业运动队
输送优秀运动员 20 余名袁近 5 年袁曹乒校培 养的 运

了集野三线启蒙尧二线提高尧一线专业队冶于一 体袁自
行衔接尧系统训练的人才培养尧输送体系袁同时实现
了杨泰实验学校与上海大学附属学校尧 上海交通大

学 尧上 海 体 育 学 院 等 高 校 的 野小 渊学 冤要初 渊 中 冤要高

渊中冤要大渊学冤冶的贯通袁解决了学生运动员在小学尧
初中尧高中各个阶段的学训矛盾遥

除了政府部门的支持袁 曹乒校在学校建设上还
获得了上海市宝山教育基金会尧 光明乳业等单位的
赞助袁保证了学校训练设施设备质量袁保障了运动员
外出参赛经费袁 从而能更好地培养优秀乒乓球后备
人才遥在接受资助的同时袁曹乒校以良好的体育形象
为基金会尧赞助企业作出了正面积极的宣传袁实现了
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通过多方面的融资
渠道及互惠原则进行多方合作袁优势互补尧资源共享
的模式遥

动员获得世界冠军 8 个尧奥运冠军 1 个遥
曹乒校不仅在培养专业运动员上取得了一定成
绩袁 同时向部分高校输送了许多具有乒乓球特长的
优秀人才遥 多年来袁曹乒校累计 16 人被上海交通大
学录取袁 继 2016 年 1 名学生考入清华大学后袁2019
年曹乒校又有 1 名学生被北京大学录取袁 同时还有
多名学生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尧华东师范大学尧华东理
工大学尧上海财经大学尧上海 体育学院等高校袁高考
升学率始终保持在 100%遥
经过多年发展袁曹乒校的野体教结合冶模式甚至

体育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袁 各自内部资源的不
足会导致许多问题的出现袁 而解决这些问题最可行
的办法就是进行体育和教育内部资源的共享遥 曹乒
校与杨泰实验学校两校内部力量的高效融合袁 主要
包括以下 5 个方面遥
曹乒校与杨泰实验学校根据 叶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体育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

可以说发展成了一种野体教融合冶模式袁总结其成 功

和运动员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曳渊国办发﹝2010﹞

之处袁 可以为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23 号冤及叶上海市委尧市政府关于深化本市体教结合

的培养提供借鉴遥

工作的意见曳袁以及两校多年合作的经验袁制定了体教
结合工作实施措施和机制袁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遥

渊1冤完善两校体教结合联席会议制度遥 两校相关

野体冶与野教冶有不同的人才培养任务和目标袁在

的任课老师尧教练尧课后督导老师就学习和训练保持

明确各自目标的前提下袁 需要寻求两条不同培养路

全天的沟通和交流袁 积极协商解决学习与训练中遇

径的交叉线遥这一交叉线袁需要多方面的协调和支持

到的问题袁对于难以解决的做好记录袁及时提交联席

才能实现袁 特别是一家体制内单位和一家民营企业

会议商讨解决袁两校联席会议每学年不少于 4 次遥 紧

的合作袁在合作之初袁上级部门的协调与支持必不可

密的沟通袁使两所学校的野体教结合冶在不断解决实

少遥上海市宝山区政府尧宝山区教育局和宝山区体育

际小问题中提高合作程度袁提升融合度遥

局在曹乒校和杨泰实验学校共商合作的过程中袁不

渊2冤体教结合分工明确遥 杨泰实验学校主要负责

仅在政策上给予支持袁促进体制内尧外单 位的合作袁

对学生运动员的行为规范尧学业考评统一管理袁灵活

帮助两校理顺合作机制袁 同时从曹乒校建校至今始

安排课程作业遥如学生运动员遇重大比赛缺课时袁老

终给予经费上的资助袁缓解了曹乒校的资金困境遥在

师及时补课遥 杨泰实验学校还对外地引进的优秀运

谋求学生不同培养方向上袁 曹乒校也获得了上海市

动员的文化学习制定有针对性的补课方案袁 拉近他

体育局尧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的支持遥 在上海市尧区

们与本地学生的差距袁 确保学生运动员在完成正常

各级政府及体育尧教育主管部门的协调下袁实现了曹

文化学习的前提下发展乒乓技能遥 曹乒校主要严把

乒校渊上海三线队冤与上海市 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渊上

运动员招生质量关袁在培养学生运动员的同时袁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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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杨泰实验学校做好学生行为规范和学业管理工

度融合袁加强教练与老师的交流袁更有利于学生运动

作袁并为杨泰实验学校的普通学生尧教职工提供乒乓

员的培养遥

球运动普及服务袁 提高普通学生和教职工的身体素
质袁助力营造野金球文化冶氛围遥曹乒校培养的学生运
动员代表杨泰实验学校参加各类全国尧市级尧区级乒
乓比赛袁取得诸多优异成绩袁为杨泰实验学校赢得荣
誉遥两校的合理分工尧各司其职所达成的一项项成果
更加巩固了校际间的融合遥
野曹乒校冶模式中的学生多层次培养主要体现在

曹乒校和杨泰实验学校通过制定相关的教练
员尧运动员和教师评价奖励机制来提高他们参与野体
教结合冶的积极性遥 在教练员奖励机制方面袁曹乒校
通过参照市尧区相关文件袁制定关于学生运动员参加
比赛尧输送运动员的奖励实施办法袁对学生运动员参
加比赛规格尧获得成绩以及奖励相关人员所占比例分
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曰 在学生运动员奖励机

招生途径多样化和培养途径多样化两个方面遥 曹乒

制方面袁 曹乒校对在重大比赛以及文化课考试中取

校主要通过对所有一年级学生进行考核袁 开设暑假

得前三名者给予一定的奖励袁 还会根据学生运动员

班综合考察进行录取以及由普及班向特色班依次递

平时各个方面的表现设置进步奖作为鼓励曰 在教师

进等方式进行招生遥 曹乒校学生运动员培养方案的

评价奖励机制方面袁学校根据教师所带运动员学生文

指导思想是野以点带面袁用好学生的成绩来带动整个

化成绩是否超过年级平均水平而给予一定的奖励遥

乒乓球训练专业队的全面发展曰以面促点袁保证所有
学生从文化课学习到乒乓球训练水平整体提高袁来
促进所有学生到达优秀水平袁 再将最优秀的学生送
去专业队继续提升乒乓球竞技水平遥 冶

培养途径的多样化具体体现在曹乒校和杨泰实

验学校根据学生运动员的文化成绩尧 乒乓球专业水
平以及学生意愿来规划培养方向院渊1冤专业队道路遥
对乒乓球专业水平突出且有意愿走职业道路的学生
运动员袁 通过更加专业的训练和比赛将其输送至国
家队尧上海或其他省市专业队尧国外俱乐部或国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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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遥 渊2冤体教结合道路遥 对乒乓球专业水平较好且文
化成绩优异袁 但家长不同意走专业道路的学生运动

员通过野一条龙冶或野特长生冶方式考进高 校袁如上海
交通大学尧华东师范大学尧上海体育学院或其他省市

大学等遥 渊3冤兴趣培养道路遥 对仅仅以掌握一项运动
技能为目的的学生袁通过野杨泰每人一拍冶的形式使
其学习掌握乒乓球技能袁达到野从杨泰实验学校毕业
会打乒乓球冶的目标遥 以上 3 种不同培养途径满足了
不同乒乓球水平学生的培养需求袁也为学校尧家长和

学训矛盾一直是野体教结合冶模式培养竞技体育

人才中的关键问题遥 野曹乒校冶模式相对有效地解决

了此矛盾袁主要采取的手段和措施有院渊1冤优化课程袁
杨泰实验学校针对现状优化学生运动员课程袁 减少
副课次数曰渊2冤优化学训时间袁灵 活安排学生运动员
的文化课学习和训练时间曰渊3冤补缺补差袁针对学生
运动员外出比赛的实际情况袁 杨泰实验学校派教师
进行跟队袁根据学生运动员学业水平进行查漏补缺曰
渊4冤学训互促袁学生运动员如果因为备战比赛而影响
学业尧成绩下降袁教师会与教练员沟通袁安排学 生运
动员停训袁查找问题袁教练员也会督促学生运动员提
高学习效率袁以尽快返回训练场遥

野曹乒校冶模式有效地将野体冶与野教冶进行了更深

层次的结合遥曹乒校和杨泰实验学校紧密联系袁共同

商讨该学生运动员发展道路上的问题遥 野曹乒校冶模
式是上海市乒乓球后备人才培养和野体教结合冶的成
功范例遥

学生解决了后顾之忧袁 同时降低了学生运动员的选
择成本和走专项体育训练道路的风险遥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公共产品属性和人才资源
属性袁这决定了应以社会化尧市场化手段培养竞技体

为配合体教结合袁 曹乒校的教练员不仅为学生
运动员提供专业乒乓球训练袁 也额外为普通学生提

育后备人才袁这在曹乒校自身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
的诠释袁总结经验袁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遥

供乒乓球普及教学袁 同时还为杨泰实验学校老师提
供乒乓球运动教授遥对于学生运动员生活尧学习和训
练的管理袁曹乒校和杨泰实验学校无缝衔接袁每个节
点都会有杨泰实验学校和曹乒校的老师尧 教练及后

前文已述袁国内外竞技体育发展趋势表明袁优秀

勤人员进行对接袁 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两校之间的深

的竞技体育人才一定是较高竞技运动能力与较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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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化素养尧道德修养尧心理素质的完美结合遥 对于

就是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中野坚定理想信念袁厚植爱

尚处于学龄期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来说袁 接受必须

国主义情怀袁加强品德修养袁增长知识见识袁培养奋

的国民教育袁达到必要的教育程度袁是对他们必然的
要求遥作为一项社会活动袁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社会

斗精神袁增强综合素质冶 [11] 袁关键点是学 生运动 员的

运动能力尧文化素质尧道德修养尧心理健康遥培养学生

力量必须投入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去遥 曹乒

运动员袁单靠政府难免失之活泛袁单靠市场难免失之

校在建校之初袁主动与杨泰实验学校尧上海大学附属

规范袁需要严格的纪律约束尧细致的思想教育与灵活

中学等学校合作袁 之后更与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合

的激励机制相互结合遥 曹乒校通过建立并执行系统

作袁形成了野小渊学冤要初渊中冤要高渊中冤要大渊学冤冶的

的运动队管理制度袁发挥班主任尧任课教师和教练员

培养输送体系袁 同时建立了从曹乒校至曹乒俱乐部

三位一体的教育作用袁 重奖学习成绩和运动成绩双

的野三线要二线要一 线冶培养和输送体系袁两 条培 养

突出的学生袁 同时还通过参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来

体系实现了在运动员青少年阶段共生袁 在运动员高

规范学校的日常管理遥 曹乒校由于日常管理严格规

水平阶段各自开花的格局遥 与杨泰实验学校的全方

范袁服务社会意识强尧主动性高袁获得由上海市社会

位紧密合作袁 保证了在曹乒校训练的乒乓球后备人

团体管理局评估的 5A 级中国社会组织的最高等级

才能够具有作为学生所必需的基础文化科学知识遥

评价袁 显示出学校既强调了政府对人才培养的刚性

将教育资源和社会力量有机整合在一起袁 是竞技体

标准袁也运用了市场化的柔性激励手段遥

育后备人才培养中的重点遥 从曹乒校 21 年的成功办
训经验来看袁 以普通中小学为载体进行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是可行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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