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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literature and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ults of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games for 

understanding approach to the train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layers’ low level, tight schedule and 

inexperience.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the training efficiency techniques and tactics are 

improved; players learn about the basketball rules thoroughly; players can control the rhythm of the game 

better; th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the problem is developed; self-confidence is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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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采用文献法、实验法，针对高校普通组女篮队员运动水平较低、训练时间短、比赛经验少等特点，运

用“领会教学法”到高校女篮训练中，实践证明在较短的训练周期内能帮助队员提高训练效率，快速

提升技战术水平，全面了解篮球规则和裁判法相关知识，掌控比赛节奏以及更好更快的培养了队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自信心也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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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第22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陕西赛区的比赛2019

年11月在西安拉开帷幕，陕西省共有65所学校的111支

队伍近2000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人数为历年之最

。西安理工大学在多年未参加女篮赛事的情况下临时

组队参赛，由于时间紧迫，笔者根据队伍实际情况，

运用“领会教学法” 对女子篮球队进行了为期一个半

月的训练，效果显著。队伍在二级联赛小组赛中三克

强敌顺利杀入淘汰赛，取得了不错的战绩。球队不仅

出色的完成了组队时的任务，而且为“领会教学法”

在运动队训练中的应用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2. “领会教学法”的概念以及特征 

“领会教学法”是英国体育学者邦克和桑普

(Bunker&Thorpe)于80年代初提出的革新球类教学的一

种思路，其基本指导思想是把球类运动的特点及战术

意识，而不是技巧动作本身作为球类教学的重点。在

教学中把教授学生领会篮球运动的特性与战术作为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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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教学训练的突破口，并在教学中创造条件为全体学

生提供比赛机会，以使每一个学生在比赛中都有表现

自我的机会，并体验比赛带给自己的快感和成功感，

从而提高了学生的运动自信最终不仅促进了学生运动

技能水平的提高，而且在认识上对篮球运动的本质规

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1]。“领会教学法”其实是一个

综合性的教学训练方法，如在篮球训练课上进行的游

戏教学法、教学比赛法、教师的讲解示范法以及学习

内容的练习法，还包括教学分组、分组教学等环节

[2]。该训练方法侧重于学生对篮球运动比赛的领会和

理解，就是在学习运动技能之前，先让学生参与设计

好的比赛，使学生在实践中体会运动技能的重要性，

从而产生有意义、有目的的学习，通过常规的运动技

能教学，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运动技能学习的意义以及

价值所在，从而提高了学习动力与效率。领会教学法

被广泛的运用到教学实践中还因为其有非常显著的特

征：首先就是教学的开始是建立在学生已有的运动能

力水准上的，是根据其水平设立的教学目标；其次是

以学生整体性认知能力的发展为教学训练的主线，该

方法强调的“战术意识”，实际上就是通过教学比赛

使其比赛能力的整体性提高；最后是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性作用。战术意识的形成和提高必须依赖于运动

学习过程中学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引导学生积

极主动参与到体育项目中去[2]。此前绝大多数的研究

主要是“领会教学法”的课堂教学效果，目标群体也

是普通学生，而运用该教学法到学校运动队训练的研

究并不多见，以下内容将对“领会教学法”在高校女

篮训练中的实践进行深入探讨。 

3.新时期高校普通组女子篮球运动员的特点 

随着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篮球运动也已成为高校校园体育活动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CUBA这个积极、健康、向上的体育品牌，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女大学生来到篮球场，为梦想

而战。新时期高校女子篮球运动员有非常鲜明的特

点：1，运动热情高，技战术水平低。高校普通组的女

子篮球运动员都是通过正规高考进入高校的，在入学

成绩上不能有体育加分，所以大部分队员在高中阶段

很少打球或者不会打球，只是上了大学才开始系统学

习和训练篮球的，其篮球技战术水平较低，但这并不

能降低她们热爱篮球的热情: 球衣、球鞋等运动装备一

应俱全，每次训练都情绪高涨，没有教练时还经常自

己组队练习，她们已把打篮球看成校园里的一种时

尚。2，训练时间少，学习理解能力强。高校女子篮球

队员都有自己的专业课学习任务，尤其是在理工科院

校其平时的学习任务是很重的，这就导致了她们训练

篮球的时间和机会就会很少，在没有比赛任务的学期

一周保持一次训练都很不容易了，好在她们都有较高

的智商和较强的学习、理解能力，为提高训练质量奠

定了基础。3，实战经验少，但有强烈的好胜心以及不

服输的精神。高校普通组的女篮平时比赛机会很少，

几乎没有，所以一打正规比赛就表现的非常紧张，练

的东西打不出来，没有自信，好在现在的女孩子都有

一颗大心脏，一旦失败输掉比赛会很快恢复元气投入

到下场比赛中，有不服输的精神。 

4.运用“领会教学法”训练高校女子篮球运

动员的优势 

４.1. “领会教学法”更容易使高校女子运动
员建立起篮球比赛的整体概念 

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篮球比赛的整体概念是非常

困难的，尤其是在队员个人技术水平较差的前提下，

强调队伍整体作战，多使用成熟的战术可能是取得胜

利的唯一出路。“领会教学法”对队员篮球战术意识

的培养，位置的移动及动作的目的性更为明确，更能

让队员明白自己的职责，以及通过比赛明白自己位置

上所需要的个人基本技术。领会教学法要求队员在不

同的战术位置上进行更多的思考，提高她们的创造

力，提升比赛中的行动力。运用领会教学法，侧重的

是整体篮球战术的领会，注重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

在篮球训练的各个环节中体现战术，反复强化学生的

战术意识。根据我校女队员的身体特点，我们专门设

计了边线球战术、底线球战术以及防守战术等适合她

们的战术打法，在反复的练习配合中，不断强化，队

员更容易体会到集体的重要性。同时，篮球比赛的一

个重要部分就是篮球规则和裁判法。利用领会教学法

进行篮球训练使用了大量的篮球游戏以及正规的比赛

形式，使队员能够了解、熟知篮球的规则以及裁判的

判罚尺度，随后在激烈的比赛中能逐渐把握好身体接

触的尺度，有理有据的与裁判员讨论场上的问题，巧

妙利用规则赢得比赛的最后胜利。 

４.２. “领会教学法”对高校女篮运动员的
基本技能的提高更具有针对性 

当前高校普通组女篮的训练，由于训练时间有

限，还要有成绩上的要求就必须找到一个有别于传统

的、更高效的训练方法。“领会教学法”多以教学比

赛作为主要内容，在比赛中提高队员个体的基本技术

以及合理运用技术的能力。这样队员在练习基本技能

时，就明白了为什么要练这个技术，学习的目标就很

清晰，学习动机也就比较明确[3]。运用领会教学法后

队员对篮球基本技术的实战运用能力也得到大幅提

升。如在教学比赛中队员控球的能力明显提升，由原

来的害怕防守变成敢于运球敢于突破，能有目的有意

识地选择合理的技术动作进行对抗。在实际训练中为

了较快的形成战斗力，我们针对前锋、中锋和后位所

要掌握的基本技术进行了分类，找出一些适合位置、

适合队员的关键技术动作有针对性地强化练习、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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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使队员能够较快的适应篮球场上的自己的位

置，较快的形成正确的篮球动作技能，并使其在激烈

的比赛对抗中能按照正确技术要领，灵活、熟练地完

成技术动作，为球队获胜发挥出了他们的作用。由于

“领会教学法”的路径是在比赛中发现问题，在训练

中解决问题，所以能够实现队员个体化、针对性的训

练，这种训练方法不需要每个人都练所有的技术动

作，大大节省了训练时间，训练效果明显。 

４.３. “领会教学法”能够增强高校女篮运
动员的自信心 

 “领会教学法”重视的是队员集体配合的能力，

篮球运动是一项攻防兼备的集体项目，在比赛中靠着

集体的力量，才更容易进球得分。尤其是对于普通女

大学生来说个人能力水平不高，要想在比赛中获胜，

团队作战是必须要重视的。领会教学法以战术技巧为

教学重点，以多个固定战术为基本，在大量的教学比

赛、模拟比赛、校外友谊赛中不断磨练，在实战训练

中强化学生的对抗意识和竞争意识，其自信心不断得

到加强，阅读比赛的能力也得到显著提高。“领会教

学法”的思路就是引导队员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篮

球训练中来，在训练中寻求快乐找到自信[1]。同时也

能充分激发队员的判断力和创造力，使其在球场上充

满想象力和活力，技战术运用合理高效，篮球运动水

平整体获得提高。拥有自信还表现在女篮队员在面对

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比自己强的队伍时，利用积极的

跑位，严密的团队防守以及顽强的拼抢精神打败对手

时眼睛里流露出必胜的信念以及对更好成绩的向往。 

5.运用“领会教学法”训练高校女子篮球运

动员的实际效果 

运用“领会教学法”训练我校女子篮球运动员一

个半月，按十二名队员的特征为其设计出多套进攻和

防守战术，每次训练都要多次在比赛对抗下反复练

习，对于各个位置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也在训练中强化

练习。在这种高压持续训练下，我校女篮队员的位置

感觉，战术意识和拼抢意识都有很大的提高，在随后

的比赛中多次利用灵活的战术和关键技术在胶着的比

赛中小比分险胜对手，表现出极强的获胜欲以及较高

抗压能力。最终这支队伍在初次参加CUBA联赛就获

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这和运用“领会教学法”进行

训练是分不开的。 

6.结论 

“领会教学法”非常适合训练高校普通组的女子

篮球运动员，她从实际出发，以队员已有的篮球运动

能力水平为基础，充分发挥队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以队员整体性认知能力的提高为教学训练的目标。运

用“领会教学法”训练的整个过程都以教学比赛为主

线，实际上遵循的是队员篮球运动能力的一次次磨

练，训练效率高，训练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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