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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的河南解读

在郑州，提起 85中，恐怕没有几个学
生家长知道。这座位于郑州市经济开发区
的学校，是 2006年 8月才建成投入使用的
一所公办初级中学。在这里，它没有郑州
一中、外国语中学这些传统名校历史悠久，
也不如一些学校地理位置优越，但新理念
让这所学校自有一种别样的朝气。与窗明
几净的教学大楼相辉映的是设施完善的风
雨体育馆以及投资 900多万元的标准人造
草皮足球场，也正是这些体育设施，让该校
有了推广校园足球的良好条件。

说到校园足球，不能不谈一谈河南在
推动这一活动时的用心良苦。作为全国
唯一一个将校足办设在教育厅的省份，省
校足办充分发挥了身处教育系统的优势，
并 与 中 超 球 队 河 南 建 业 展 开 积 极 合 作
——在教育部门提供一部分经费的基础
上，由河南足球事业发展基金牵头，建业
俱乐部提供教练、器材、服装等专业帮助，
在全省范围内设立了 150 所足球试点学
校，而年轻的郑州 85中也是其中之一。

在 85中的校长室，一张足球队夺冠的
照片被放在了较为显眼的位置，不过作为
足球试点学校的校长，孔繁强并没有过于
看中这个冠军给学校带来的荣誉。“我们
推广校园足球，主要是因为它符合中学素
质教育的要求，有利于孩子们身心的全面
发展。足球运动中讲究团队配合，强调刻
苦努力，这些都有利于初中年龄段的孩子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孔校长尤其赞赏的
是小队员们在刻苦训练的同时也不忘学
习，很多孩子都成绩优异，他们更符合 85
中“勤勉、博容、崇善、向上”的校训要求。

作为一名在讲台上奋斗了 30多年的

老教育工作者，孔繁强也为近些年学生身
体素质的每况愈下忧心不已，他也承认校
园足球不仅具有健身和竞技功能，更是学
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训练比赛和文
化学习并不矛盾，可以互为助力。不管小
队员们将来能否成为职业球员，文化修养
和知识底蕴都是他们立足社会的基础。”
孔繁强表示，以前当看到亚洲冠军当搓澡
工、体操冠军当街卖艺的新闻时，他的感
觉都比较心痛，而教体结合的推动或许能
让这些悲剧得以避免。

▶▶全国冠军的“蜗居”生活

去年 2月份，在中国足协的组织下，85
中队在王斐的率领下曾前往恒大足校体
验了一把，那里的住宿、保障和训练条件，
都让小球员们震撼不已，相比恒大足校的

“高大上”，85中的球队宿舍用“蜗居”来形
容再合适不过了。由于球队有自己特殊
的作息时间，为了不打扰别的同学休息，
85 中所有教练员和球员都将自己的宿舍
安排在了球场的看台底下，房间特殊的梯
形结构让大家在起床之时都有撞着头的
危险，主教练王斐笑着表示，或许球队的
头球功夫好就是这么撞出来的。

除了住宿之外，恒大的伙食也很让小
队员们羡慕。但在 85中并没有专门的运
动营养灶之说，除了食堂正常的一日三
餐，为了给小队员们增加营养，王斐和他
的两个助手郭良龙、周扬都要兼着大厨的
重任，熬鸡汤、煎荷包蛋，一个电饭煲加上
一口铁锅，就是全队的运动小灶。

王斐承认，球队生活方面的种种困难是
校园足球与足球学校模式之间的最大差距，
至于训练理念方面，足球学校所推崇的学院
派却未必比他们这些专业运动员出身的基

层教练要高明多少。“在85中，我们不提倡三
从一大，而是提倡快乐足球，每天的正规训
练只有一个小时，对于小球员的个性我们从
不主张去抹杀，毕竟一名只知道服从的球员
成不了球星。”王斐认为，现阶段小球员们最
主要的是打好基础，这方面他们这些专业出
身的教练员有着自身的优势。

▶▶“圈养”模式的种种不足

实际上无论是鲁能足校这样传统的
青训模式，还是恒大所提出的“新型足校
模式”，都难以摆脱以往最受人诟病的“圈
养”：即便请来的教师水平再高，足球学校
里单一的环境，也会让学员与社会上的同
龄人产生隔阂，在一切为了足球的暗示
下，他们的未来也会被过早地锁定。

宋佳润是郑州 85中足球队的主力中
卫和队长，同时他在学校里也是一名重点
班的学习尖子，成为一个职场白领是他的
梦想。曾经去过恒大足校的宋佳润虽然
很羡慕那里漂亮的训练环境，但他也更珍
惜与周围同学轻松交流的氛围，“我们球
队的队友在不同的班级上课，我班里的朋
友并不是每个都喜欢足球。训练之余，我
和他们也会交流一下学习心得，对感兴趣
的事物以及明星争论一番，我觉得这样的
生活更丰富一些。”

球队主力前卫尚戈尧的父亲尚辉也同样
不支持自己孩子过早地被限定未来，他觉得
十一二岁的孩子各方面都还没有定型，除了
足球训练外，在正规中学里多进行一些文化
储备也是必要的，这也有利于培养孩子对于
比赛的阅读判断能力。

“教体结合在欧美以及日韩都得到了很
好的验证，日本足球的崛起也与他们20多年
来坚持在学校里推广足球运动不无关系，鲁

能和恒大的足球学校固然有他们的优势，但
如此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学
得来的，而且他们的眼光就一定是正确的
吗？”建业俱乐部副总经理、主抓后备力量培
养的王随生称得上是河南足球界的“教父”，
长期执教过专业队又有过足校经验的他对于
青少年球员的培养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在
他看来，青少年球员每年都有不同变化，昨天
的“天才”将来未必会成才，而最初不显山露
水的孩子很有可能前程似锦，毕竟就连皇马
这样著名的青训体系，在大卫·席尔瓦身上也
有走眼的时候，早早地就把他扫地出门。

主教练王斐则更加认可校园足球这
种普及和推广模式，曾在韩国考察学习过
的他最吃惊的是那里学校足球的氛围。

“每年韩国的青少年全国联赛都有上百支
学校球队参加，其中有许多实力上不弱于
我们专业队的梯队，而我们一个年龄阶段
的青少年队伍，全国才 20多支，在人才的
储备上我们就已经落后韩国很多。”

可以预料的是，在成为职业球员前，
已经获得全国冠军的 85中队还要继续“蜗
居”于看台下，但河南建业青少年部的负
责人陈文杰并不感到尴尬。作为河南校
园足球的推动者之一，这位前建业队中卫
坚持认为这是让中国足球崛起的最好方
式。他认为投入巨资抓点而放弃面，在短
期内可能会立刻见效，但却不利于中国足
球运动的长期发展，缺少了广大的足球人
口基础，足校模式的选材面慢慢地也会越
来越窄。在这方面日韩足球的崛起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毕竟中国足球后备力量
的培养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两所拉玛西
亚（巴萨的青训营，曾培养出梅西、哈维等
一批足球巨星），而是成百上千的拉玛西
亚，而郑州 85中，或许就是这成百上千所
中的一个。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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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足球青训圈里，近两年来一直有着“北

鲁能、南恒大”的说法。凭借强大的财力以及出色

的软硬件设施，这两所足球学校也成为中国大多

数怀揣足球梦想的青少年们心中的圣地。而吸收

了众多足球苗子后，鲁能足校和恒大足校的各级

青少年梯队也确实展现出高人一筹的实力，在全

国青少年比赛中“轮流坐庄”，长期把持冠军宝座。

不过，在 3 月初刚刚结束的全国青少年足球

U14组锦标赛上，一支有着“校园足球”标签的球

队却打破了这两个豪门的垄断地位，代表河南建

业参赛的郑州85中学队一路过关斩将，决赛中更

是以2∶1力克山东鲁能最终捧杯。这样一支名不

见经传的“草根”球队能够奇迹般的夺冠，自然也

在全国足球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带着“校园足

球”为何能够力压“鲁能模式”和“恒大模式”的疑

问，记者于近日走进了郑州85中的校园。

振兴中国足球须从“爷爷”抓起
□令狐一刀

本栏目由建业（中国）
住宅集团特约刊登

河南省好新闻名专栏

本报讯 （记者李 悦）
一粒漂亮的反越位进球被裁
判误判，一个精彩的侧身倒
勾也被对方门将神勇扑出。
3 月 16 日这一天，回到长春
家乡进行“汇报演出”的建业
球员尹鸿博颇有些郁闷，虽
然整场比赛他表现不俗，但
依然没能帮助河南建业在客
场全取三分，最终在中超联
赛第二轮客场与长春亚泰队
的比赛中，被“抹杀”了一个
进球的建业和对手互交了白
卷，到手的 3 分也遗憾地变
成了平局的 1分。

由于两队都是今年中超
的降级热门，因此对于这场

“事关 6分”的战役双方都十
分重视，就连一贯喜欢一套
阵容打天下的唐尧东，也罕
见地在首发阵容上做了有针
对性的变化，防守更加强硬
的乔巍首发与老将黄希扬组
成了双后腰，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解放了后者组织进攻的
能力。上半场第 39分钟，黄
希扬在大禁区附近传出一记
漂亮的直塞打穿了亚泰的防
线，埋伏在禁区内的尹鸿博
面对门将冷静推射近角入
网，可惜这个精彩的进球却
被边裁判为越位。从慢镜头
回放看，在传球的一瞬间，尹
鸿博距离亚泰拖在最后的中
后卫还有半个身位。不过，
他的队友马里亚诺在小禁区
中路处于越位位置，可能正
是他遮挡了身后边裁的视
线，才导致尹鸿博的好球被
吹掉。

实际上，这场比赛受马
里亚诺拖累的不单是尹鸿博
的这粒进球，由于“600万先
生”的表现低迷，再加上另外
一名外援拉斐尔依然还没找
到中超节奏，控制了中场的
建业队总是在进攻的关键时
刻“哑火”。见此情形，喜欢
后发制人的老唐也坐不住
了，连续换上爱将徐洋和买
提江加强进攻，第五外援约
翰逊也在第 70 分钟换下了
碌碌无为的马里亚诺，只可
惜除了尹鸿博在第 52 分钟
的一次侧身倒勾颇具威胁
外，其余时间建业队很难威
胁到亚泰的球门。

最终 0∶0 的比分让建业
遗憾地收获一场平局，唯一值
得安慰的是，拿下联赛第一个
积分的他们终于不再垫底了，
目前领先积 0分的上海申鑫
和哈尔滨毅腾，排在 16支球
队的第14名。④11

好球被吹胜变平

建业不再垫底

建业队员桑科质疑边裁
判罚。 新华社发

冠军球队和他们的教练冠军球队和他们的教练（（右上小图右上小图）。）。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尚尚 辉辉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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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训练球队训练。。 郑州郑州 8585中供图中供图

北京奥运会，中国队以 51枚金
牌高居榜首，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
的体育界都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是
金牌大国，但还不是体育大国，原
因很简单，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
职业体育如网球、拳击、田径在中
国还不发达，三大球尤其是足球的
水平还比较低，拖了后腿。

历史上中国足球一度达到了
较高的水平。且不说上世纪三十
年代曾经打遍远东无敌手，就是五
十年代也敢和当时世界一流的东
欧国家苏联、匈牙利、波兰等掰腕
子。但八十年代后，别说难望世界
水平之项背，就是和亚洲顶尖球队
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以至于今年到
了连亚洲杯的预选赛都要靠泰国
帮忙才能出线的地步。

中国足球长期以来如此低迷，
原因何在？足协历年来给出的理
由有一大筐，如群众基础薄弱，参
与的青少年少，设施不全，受商品
经济影响等等，不一而足。但足球

毕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在中国也
是群众最喜欢的项目之一，无论是
高层领导还是普通群众都很关注，
必须得搞上去。那么到底有何良
策，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变
中国足球落后面貌？

邓小平同志对此高屋建瓴，至
少 有 3 次 明 确 提 及 此 事 。 早 在
1979 年 1 月，他就对国家体委负责
人说：“中国足球不从娃娃抓起，是
上不去的。”可以说这是发展中国
足球的精辟论述，一针见血，如照
此而行，假以时日，定会有收获。
但遗憾的是，某些掌握着中国足球
大权的“爷爷”们把好经念歪了，从
娃娃抓起停留在了口头上、桌面
上。为了短期目标和一己之私，他
们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漠视人才
为本、联赛为本的基本规律，一会
儿取消联赛，一会儿缩短赛期；今
年不升不降，明年只升不降；这个
领导决定集训 3个月，那个就敢“圈
养”国家队半年，看似新意频出，实

则昏招连连，尽管其初衷愿望良
好，实际效果却南辕北辙。再加上
锒铛入狱的谢亚龙、南勇之流，玩
忽职守，纵容假球黑哨、幕后交易，
中国足球被弄得一片乌烟瘴气，水
平每况愈下也就见怪不怪了。

中国足球要振兴没有捷径可
走，只有从“爷爷”们抓起。只有他
们认真学习、掌握、领会足球运动的
基本发展规律并认真实施，邓小平
的指示才能落到实处，“娃娃”们才
能健康成长，中国足球才有出头之
日。纵观欧美和亚洲的日、韩诸强，
莫不是把扩大足球人口、吸引青少
年投身其中作为万事之根本。有了
这个前提，再经过培训、提高等阶
段，联赛水平自然会日新月异，好苗
子当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国家队
水平的提高也就水到渠成了。

方兴未艾的“足球进校园”乃
是振兴中国足球的基础性工作，是
根治足球界浮躁症的良药。而郑
州 85 中的成功就是这项活动的阶

段性成果。仅仅抓了 3 年多的工
夫，该校队就战胜了全国青训水平
最高的鲁能等队，技冠全国，而这
只不过是郑州市的一个试点。倘
若该活动推而广之，河南有 10支这
样的队伍，全国有 300支、上千支这
样的队伍，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
训练和比赛，等孩子们长大成人，
其中的精英投身到健康发展的联
赛中，联赛水平逐步向世界高水平
看齐，则何愁国家队水平不能提高
呢？④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