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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篮球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不仅涉及到我国篮球事业在未来的发展,同时也涉及到我
国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发展。篮球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一项艰巨且过程长远的核心工程,在这一
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解决,若不采用针对性的解决方法,这些问题则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篮
球项目在未来的发展。基于此,则应通过具有长效性的后备人才培养发展方案,逐渐提升我国篮球项目经
济体育在国际环境中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分析我国篮球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发展现状及我国篮球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后备人才培养发展方案,
以此促进相关事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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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Reserve Talents in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s
Basketball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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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ining of reserve talents for competitive sports of basketball program not only involv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basketball in China, but also involves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sports in China. The
training of reserve talents in competitive sports of basketball program is an arduous core project and long-term
process. In this proces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If targeted solutions are not adopted,
these problems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asketball program to a great extent. Based
on thi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s basketball program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hould be gradually enhanced through the long-term reserve talen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so as to promot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reserve talents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s basketball program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reserve talents of basketball sports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reserve
talen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plan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related underta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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