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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玮皓

日前，职业足球俱乐部异地转让的大门正式关闭，这意味着中国足球俱乐部四处“流浪”的时代就此终结。
现有的俱乐部在一个地区扎根下来，对球队、球迷、联赛都大有益处，但当俱乐部遭遇困难难以为继时，还会出现
非常棘手的问题。足球俱乐部要想真正扎根，除了行政手段，还需要从经营模式上走出新的路子。

不久前，石家庄永昌欲
迁往深圳的消息引发众多关
注与非议，永昌想离开的原因
并不复杂——投入高，收入
低。永昌作为上赛季的升班
马，在中超投入了2亿多元的
资金，取了不错的成绩，这些
钱几乎都是来自于俱乐部自
己的腰包，而上赛季他们球队
的冠名和胸前广告都没有卖
出去，永昌集团此前宣称他们
的年产值是 50 亿，而恒大集
团销售额超过 1000 亿，相比
之下永昌俱乐部经济压力极
大，长此以往肯定吃不消。

球迷们应该都知道，石
家庄是上赛季中超有名的魔
鬼 主 场 ，当 地 球 迷 热 情 极
高。如果永昌真的离开石家
庄，当地球迷一定非常伤心，
球队之前的积累也将损失殆
尽。底蕴、坚持、纽带，在关
系到生存的经济问题摆在俱
乐部面前时，一切都显得太
过微小，球队只得谋求赞助，
进行迁徙，这样的例子在中
国足坛数不胜数。

从长远来看，禁止跨省
转让是一个利好的政策。日
本J联赛就是一个好例子，足
球俱乐部扎根一个地区，与
所在地区形成亲密的纽带，
除了营收之外，更看重荣誉
感，为当地的荣誉而战。日本
一直没有球队迁徙，球迷对球
队的认同感极高，当俱乐部遭
遇困难，球迷甚至还会为俱乐
部众筹。大阪钢巴今年将启
用可容纳4万名观众的新球
场，此工程耗资 140 亿日元，
其 中 社 会 募 金 就 高 达 110
亿。当地球迷、企业对球队
的爱可见一斑。

在足球发达国家，球队
迁徙的事情不可想象，任何
一点传统的改变都会被球迷
的口水淹死。陈志远在收购
英超卡迪夫城俱乐部后，将
球队的“蓝鸟”Logo 改为了

“红龙”，并把主场传统蓝色球
衣改成了红色，引得球迷一致
抗议，在硬撑了一年之后，这
位华人商业大亨也不敢再任
性了。正是这种对传统的坚
守与积淀，英超随便拎一支球
队出来，都堪称“百年老店”，
背后有众多死忠球迷追随。

“禁止跨省转让”只是行
政手段，如何让俱乐部真正属
地化，还需要从运营模式的源
头进行改革。中超队伍大多
是属于某一家企业或个人，而
绝大多数的欧洲足球俱乐部
则采用了股份制和会员制。
股份制的俱乐部如王健林入
股20%的马竞，球队由多个大
股东各持股一定比例，收入、
支出都是公司化运营，不至于
一家经营不善而导致俱乐部
无法继续生存。

而如皇马、巴萨这样的
会员制俱乐部，拥有十多万
会员，会员通过缴纳年费换
取诸如俱乐部季票、活动参
与权、小礼品等福利，同时还
可以获得对俱乐部重大事项
的表决权，如对主席选举的
投票权。俱乐部作为公共财
产，拥有广泛且雄厚得让人
难以想象的支持。

今后，随着“俱乐部名称
去企业化”等一系列规定的
实施，框定了俱乐部的发展
方向，但想真正扎根当地还
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
是足球所说的积累。

在 1月 10日转让大门
关闭之前，来自中超、中甲、
中乙三级联赛中的26家俱
乐部完成了股权转让，比如
此前炒得沸沸扬扬的江苏
舜天更名为江苏苏宁、天津
松江更名为天津权健等。
其中在异地转让方面，中超
没有俱乐部提出申请，而中
甲有两家俱乐部申请跨注
册协会转让，分别为贵州人
和迁移到北京，哈尔滨毅腾
迁移到浙江绍兴，中乙则有
5家涉及跨注册协会转让。

随着大限已至，中国足
球的版图也就此定型，从球
队分布来看，中超、中甲的大
部分球队都集中在经济发达
的地区。京津冀地区拥有4
超3甲，即国安、泰达、永昌、
华夏幸福，北控、人和、权健；

长三角与山东半岛区域则拥
有5超4甲，即申花、上港、鲁
能、江苏、绿城，申鑫、中能、
海牛、毅腾；珠三角有2超2
甲，即恒大、富力，深圳、梅
州。

往日的足球重镇东北地
区已经逐渐淡出，目前只有3
超1甲，即延边、长春、辽宁，
大连。中部六省拥有庞大的
足球人口和深厚基础，但在
职业足球的发展上，却始终
处于落后，河南、山西、湖北、
安徽、湖南、江西六省仅有1
超2甲三支球队，除了建业
是中超独苗之外，武汉卓尔
和湖南湘涛都在中甲。职业
足球最薄弱的要数西部南部
地区，仅有1超2甲，即重庆
力帆、贵州智诚、新疆达坂
城。

去年 11月 25日，中国
足球协会注册工作培训班
上，一条酝酿许久的规定得
以出台——今年 1月 10日
起，中超、中甲和中乙俱乐
部禁止跨省转让，在地市级
足协注册的俱乐部禁止跨
市转让。出台这一规定的
背景，是中国足球自从1994
年职业化以来，发生在足球
俱乐部身上的转让事件达
200次。这种过于频繁的转
让和迁移，让整个职业足球
始终处于一种动荡之中。

足协认为，足球俱乐部
是城市的一部分，球迷风风
雨雨陪着一起走过那么多
年，属地文化已经深入人心，
俱乐部只有在一个地区稳定
地扎根下来，才能更有归属

感，有利于地域足球文化的
发展、维护联赛的稳定和形
象的提升。

所谓的跨省、跨市转让
是指一支职业化球队因遇到
经营上的困难而转让到异地
的行为。举一个最有代表性
的例子——上赛季从中超降
级的贵州人和，前身是1995
年成立的上海浦东，此后被
收购后变成了上海国际，
2006年更名为陕西浐灞迁
至西安，此后又改名贵州人
和落户贵阳。颠沛流离之
中，球队成绩始终不稳定，降
级后的贵州人和不久前再度
迁移至北京。在人和俱乐部
多次转让中的背后，各地球
队在情感上都受到了极大的
伤害。

球队从此“扎下根”

多数球队在经济发达地区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快乐的寒假马上开
始，在这个雾霾缠绕的冬季，选择
在温暖的室内打乒乓球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大河乒乓寒假少儿乒
乓球培训班即日起开始招生了，
青少年快来跟着名师学乒乓吧！

为了使青少年远离电脑、手
机和游戏，又能保护双眼、提升体
质，大河乒乓球俱乐部特推出寒
假训练营。据记者了解，由乒坛
老将、原世界冠军教练刘万年先
生创办的大河乒乓球俱乐部是根
据青少年身心特点而创办的，有
着10多年丰富的少儿乒乓教学
经验，并拥有科学有效的训练方
法，使学员的乒乓技术能在短时
间内得以迅速提高，至今已有不
少学员凭借“乒乓”这一特长走进
各大名校。本期训练营，将面对
全省5岁以上的适龄健康儿童及
青少年展开培训，全程由河南省
乒乓球队专业教练任教，即日起
可报名。

球馆地址：郑州政七街与红
旗路大河商务酒店五楼。电话：
0371-65816866，15565125098
胡教练。

大河乒乓球
训练营开营了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日前，河南省赛之友
篮球联盟跨年联赛在郑州市47
中学拉开序幕。来自郑州市各企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16支代表
队利用业余时间，将举行为期半
个月的比赛。

据了解，赛之友篮球联盟是
郑州市的篮球爱好者自发组织的
业余篮球联盟，目前有签约球队
64支，约2000人，成员球队基本
由球友组队以及企事业单位球队
组成。本次比赛是赛之友篮球联
盟举办的第三届联赛，共吸引了
16支业余球队参赛，1月24日将
决出最终的冠亚军。

省社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民间办赛是对官办比赛一个
极大的补充，极大活跃了全民健
身的氛围。

业余篮球联赛
郑州开战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9 日晚，本赛季
WCBA第三阶段分段赛展开了
第八轮的争夺，身处C组的河南
女篮本轮继续做客大庆挑战黑龙
江女篮。面对刚刚在上一轮战胜
的对手，河南女篮的姑娘们延续
高水平发挥，9379大胜黑龙江
女篮，继续领跑C组积分榜。

外援仙杨·帕克屡屡发威，砍
下全场最高的34分并抢得14个
篮板。她本场比赛所抢得的篮板
数比黑龙江女篮全队抢得的篮板
数还要多出3个。

河南女篮
领跑C组积分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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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不能仅靠行政手段

贵州人和降级时，队员打出了感谢球迷的标语。不
料，这支不断漂泊的球队几个月后便告别了贵州球
迷。 Osports供图

纸上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