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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广州富力青训精英学堂为案例，对其实施的青训机构与家-校-社融合培养足球

后备人才的探索进行分析，总结了广州富力青训精英学堂的4个实践成果：1）搭建家庭教育

与足球教育融合的平台；2）强化职业足球青训体系与校园足球的合作力度；3）创新职业足

球青训体系与社会足球培训机构的合作方式；4）充分利用高校足球资源和政府相关部门的

支持力量。同时，析出待改进的3个主要问题：1）正确引导家庭的期望偏差；2）正确对待与

校园足球甚至学校体育教育之间的关系；3）将德育评价纳入青训培养质量评估体系。对足

球后备人才培养的启示：1）应有效推进学训结合；2）青训机构应与家-校-社协同合作；3）将

发展校园足球的正确逻辑关系作为重要指引。

关键词：足球后备人才；职业足球；校园足球

Abstract: Taking Guangzhou R&F Youth Training Elite School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na‐

lyz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youth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family-school-society

to cultivate football reserve talents, and summarizes four practical achievements of Guangzhou

R&F Youth Training Elite School: 1) Building a platfor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football education; 2)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football youth

training system and school football; 3) innovating the cooperation mode between professional

football youth training system and social football training institutions; 4) making full use of col‐

lege football resources and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three main problems

need to be improved: 1) Correctly guide the parent's expectation deviation; 2) correctly tre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football and eve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3) incorporate moral

education evaluation into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youth training. The enlighten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football reserve talent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mbination of learning and train‐

ing should be effectively promoted; 2) youth training institutions should cooperate with family-

school-society; 3) the correct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developing school football should be taken as

an important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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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职业足球青训体系建设稳步推进，中国足球后备人才数量和质量

逐渐提升，但是部分俱乐部与《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的改进足球专业人才

培养发展方式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对于儿童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还需要进一步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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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

育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章节中的有关规定。各类专

业足球学校（以下简称“足校”）学员是职业俱乐部梯队的

主要来源。大部分足校在全国范围内招收 9～12 岁儿

童，因此低龄生源较多。同时，足校的封闭管理模式造成

学员与社会环境之间的隔离，一定程度上缺失家庭和社

会教育。虽然足校通过合作使用周边中小学校资源等措

施保障适龄学员接受文化教育，但仍存在“学训结合”效

果不佳、对育人层面重视不够等问题。足校模式有助于

提升青训体系质量，但是并不足以给予学员全面的人格

培育、思想品德和文化教育。此外，中小学校的校园足球

难以满足打造职业足球竞技基础的需要（谢松林 等，

2018）。当前无论是足校还是校园足球，都无法单独承担

培养“有道德、有文化的高水平足球后备人才”的重要任

务。因此，如何在职业足球青训体系中融合家庭、学校和

社会资源对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也是对《体育法》的法律实践。

据欧洲足球俱乐部协会（European Club Association，

ECA）调查显示，8～19 岁的人才培养普遍采用俱乐部足

球学院模式，其实质是实行“走训制”为主的培训机构，不

为 15、16 岁以下学员安排寄宿，不承担文化教育职能，但

是会规制学员的学习成绩和社会行为（European Club

Association，2012）。因此，对于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欧

洲职业俱乐部足球学院与家庭、学校和社会充分协同合

作，采取以结果为导向的“走训制”管理模式。在日本，职

业足球俱乐部与家庭、学校和社会密切联系对后备人才

进行培养教育，但由于教育传统等历史与社会因素，日本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为不脱离学校，职业足球俱乐部

通过与学校合作建设其人才培养体系。此外，日本足球

协会将拥有社区基础作为职业联赛准入要求（Dolles et

al.，2005）。由此，日本足球人才培养是依附在家庭、学

校、社会三重空间内且受到来自 3个方面的叠加影响。鉴

于中国现状及他国经验，同时依据《体育法》将青少年和

学校体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国家实行青少

年和学校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健全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工

作制度”的相关规定，本研究通过广州富力青训精英学堂

（以下简称“精英学堂”）的案例分析，总结青训机构与家-

校-社融合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经验和问题，分析足球后

备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利用家庭、学校和社会资源的探索。

1 精英学堂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实践探索经验分析

2015 年，广州城足球俱乐部把培养高质量后备人才

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但是当时中国足球人才培养

体系建设缺乏可借鉴经验，因此俱乐部同时采用新型足

校、地方各级足协共建梯队和精英学堂 3 种培养方式，探

索适合俱乐部发展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其中，精英学

堂实行“不脱离家庭、不脱离学校、不脱离社会”的全面

“走训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强调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

融合。2016 年，精英学堂组建时设置了 U13 和 U14 年龄

段梯队，学员主要来自于广州市第八十九中学和广州市

玉岩中学，平时在校内训练，周末进行合练。此后，面对

梯队数量增多等问题，精英学堂将学员分散至更多的俱

乐部合作学校，训练场地扩展到拾号体育场（U10～U13）、

广东财经大学基地、燕子岗体育场、广州市第八十九中学

（U14～U15）以及明大足球基地（U16～U17）。虽然存在

梯队数量较多、训练场地与合作学校地理位置分散等制

约因素，但是精英学堂坚持全面“走训制”。

1.1 探索足球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的连接

家庭教育是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中最早的教育形式。

王建熙（2010）研究认为，运动员过早离开家庭容易导致

情感缺失、亲情缺失；陈祥岩（2012）研究认为，运动员过

早离开家庭会使其个人社会化的过程异于常态。但“不

脱离家庭”只是家庭教育的前提，部分精英学堂学员家长

对儿童青少年足球的培养目标与内容尚未形成客观的态

度。对此，精英学堂提出的“不脱离家庭”是对“走训制”

的坚持，也是对足球教育和家庭教育间连接的积极探索。

足球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连接是家庭和精英学堂以足球活

动为平台，以促进儿童青少年全面发展为目标，相互配合

的双向互动。例如，精英学堂定期向家长汇报学员的身

心健康和技术发展情况；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精英学堂

通过教练组录制标准训练示范视频和发放训练指引的方

式与家长配合督促学员按要求完成训练课。上述措施不

仅提高了家长对足球青训的认知程度，也搭建起家庭教

育与足球教育融合的平台。

1.2 强化职业足球青训体系与校园足球的合作力度

精英学堂重视与校园足球的合作。1）立足广州市、

面向广东省，依托校园建立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自广

州城足球俱乐部成立以来，在按照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

赛准入要求成立 5级梯队的同时也融入校园足球体系，切

实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要求。截至 2018

年底，精英学堂与广州市 11 所中小学校建立合作关系。

精英学堂选派外籍教练团队进驻合作学校，并将具备发

展潜力的学生纳入富力足球俱乐部青少年发展计划进行

重点培养。除广州市以外，2012—2018 年精英学堂在广

东省多个市县（区）以中小学校为依托，建立了若干个青

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并通过其辐射该地区其他学校，未来

计划在广东省及周边省份继续通过依托校园的方式扩展

训练基地。2）下沉梯队建设年龄段，补齐校园足球体系

短板。精英学堂主动将梯队建设下沉至U8～U10年龄段，

通过合作小学推荐、富力“晨星杯”足球赛等途径挑选人

才，形成U10梯队预备队。该预备队分为名单不固定的A、

B队统一进行体系化训练，A、B队名单选拔调整依据学员

在校学习情况、场上表现和训练态度等指标，A 队队员可

67



中国体育科技 2022年（第58卷）第9期

以获得作为俱乐部U10队伍代表参加高水平比赛的资格，

并在未来根据学员实际情况推荐入读俱乐部合作中学。

1.3 创新职业足球青训体系与社会足球培训机构的合作

方式

在依托校园足球选拔、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同时，精

英学堂通过“育苗计划”创新与社会足球培训机构的合作

方式，建立足球后备人才供给生态系统。“育苗计划”以精

英学堂为主要阵地，与广州市 6 家社会足球培训机构（以

下简称“合作机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其按照俱

乐部足球理念培育 5～10岁球员（李俊杰，2020）。既解决

了学员集中训练而影响休息和学习时间的问题，也有利

于将选材面扩大到佛山、东莞地区，避免学员由于距离因

素而退出。“育苗计划”的合作内容包括：1）合作机构按照

“基本技术扎实、重视地面传控”的足球理念在 5～6、7～8、

9～10 岁年龄段各建立 1 支精英队。2）精英学堂每月为

合作机构各梯队组织 1次锦标赛和集训。同时，俱乐部青

训负责人及其团队定期对合作机构的所有队员进行考

察，记录其体能、技术特点、心理状态等数据，依据数据分

析结果提供个性化的技术提高指导。3）依靠俱乐部的教

练团队和社会资源，为合作机构定期提供专业的教练员

培训，解决当前基层训练理念水平与时代脱节、缺乏基层

教练员等后备人才培养中的重点问题。同时，加强资金

投入以减轻合作机构的生存发展压力。4）运用集训、竞

赛以及数据分析等方式，从合作机构的队伍中挑选 11～

12岁的优秀人才进入精英学堂，并纳入到俱乐部梯队中。

从初期的课后集中训练到优质的青训资源直接进入合作

学校，再到与合作机构共同打造“育苗计划”，精英学堂不

断优化完善其与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培养足球人才的

理念和方法，为参训的儿童青少年营造良好的足球氛围。

1.4 充分利用高校资源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力量

为保障学员的身心健康，精英学堂充分利用高校科

研力量提供科技服务，主要聚焦于科技助力饮食营养搭

配、伤病预防、心理疏导等领域。同时，俱乐部认识到针

对 U5～U11 年龄段的幼儿、少儿足球培训是其承担社会

责任的重要体现，因此依据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 6 部门印

发《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将幼儿、

少儿足球培训提升到促进少年儿童健康的层面上。基于

此，精英学堂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协商，将精英学堂及其

合作机构开展的 U5～U11 年龄段足球培训活动纳入到广

州市体育公共服务范畴中，通过政府相关部门购买公共

服务渠道获取资金支持，减免培训场地使用所需要的部

分费用，降低运营成本。

因此，立足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的任

何一种教育形态都不能单独完成现代教育的理念认识

（张洪华，2009）。从青训机构与家-校-社融合培养足球

后备人才的分析框架出发，本研究归纳出精英学堂的 4个

关键行动：探索足球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的连接、深化职

业足球青训体系与校园足球的合作力度、创新职业足球

青训体系与社会足球培训机构的合作方式、利用高校资

源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力量促进精英学堂发展。本研

究表明，精英学堂与家-校-社融合培养足球后备人才遵

循“家庭—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培训机构—高校、地方政

府相关部门”的路径，整合各方利益相关者。1）通过实施

“走训制”使学员“不脱离家庭、不脱离学校、不脱离社

会”、引入日本青训体系、解决家长关心的痛点问题等措

施，提升服务质量以沉淀学员用户。2）基于广州市及周

边地区校园足球的良好发展态势，将青训体系与校园足

球集成，激发中小学校与精英学堂合作的动力。3）开放

俱乐部自身青训体系，与社会足球培训机构合作，构建广

州富力足球青训生态系统。此外，精英学堂还加强对系

统的控制，以促进合作机构的相互补充和创新。4）通过

接入高校科技资源、政府相关部门行政资源，激活并提升

精英学堂的服务能力上限与外部环境，促使精英学堂在

体教融合趋势下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切实落实《体育法》

有关于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新要求。

2 精英学堂实践探索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1 引导家长正确支持和建立人才识别模型，应对精英学

堂学员的家庭期望偏差问题

学员的家庭期望偏差影响精英学堂足球教育的成

效。在精英学堂实践过程中发现，不少家庭对精英学堂

足球训练赋予过高的期望值。精英学堂通过与专业机构

合作，定期进行心理辅导工作，防止家长的期望偏差导致

学员承受较大压力。对此，精英学堂在针对性加强学员

和家长心理辅导基础上，还需将现有人才识别方式从基

本依靠教练员经验选材提升到依靠高科技设备评测、大

数据体系构建人才识别数据模型，对参训学员的发展潜

力进行科学评估（黎涌明 等，2018）。基于此，建议家长调

整期望值，并且较早筛选出有发展空间的人才，为有潜力

的学员制定合理的发展目标，为教练员对球员位置的选

择指导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

2.2 将促进儿童青少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协同合作的

重点，应对精英学堂与校园足球融合深度与广度不足问题

喻和文等（2019）研究认为，近年来多个地区开展校

园足球的中小学校和职业俱乐部的合作未能常态化和深

度化，主要体现在中小学校要求拥有本校学籍的职业俱

乐部梯队队员必须参加校园足球竞赛，以此作为给予学

籍的条件。这种看似“共赢”的模式，却导致学生球员为

参加两种体系的赛事而压缩学习和生活时间，不利于身

心健康，增添家庭压力等问题。具体到落实层面，精英学

堂需要重新思考与中小学校的关系，即从聚焦于对足球

人才的挖掘转移到协助合作学校培养校园足球、健康和

体育文化氛围，将促进儿童青少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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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精英学堂与校园足球的合作重点，扩大对足球感兴趣

的儿童青少年人口基数。例如，针对当前我国儿童青少

年普遍身体素质较低，摄入较多高热量食物和碳酸饮料

等不良生活习惯（武俸羽 等，2017），可以通过著名球员讲

座、科研服务等方式提升学生健康意识。针对儿童青少

年的性格特点，可以将职业足球训练纪律文化植入学校

体育课和校队训练中，提升学生的纪律精神。此外，精英

学堂与校园足球的合作不仅是让学生认识足球，还要让

学生及其家庭了解与地域文化一脉相承的俱乐部足球文

化，使学生潜移默化地从俱乐部足球技战术风格的传统

中认知到本地足球文化渊源和传承，建立地域文化、足球

文化、美育环境之间的联系，不断通过精英学堂传播思想

和理念，深化学生对地方文化的认知。

2.3 将德育评价纳入“育苗计划”合作机构和梯队评价体

系，应对精英学堂球员德育教育重视程度不足问题

当前，中国儿童青少年足球培训机构普遍存在资质

复杂和急功近利等问题。部分机构的基层教练员和部分

足校、俱乐部梯队的教练员对立德树人教育重视程度不

足，导致儿童青少年球员养成不良心态和习惯。因此，精

英学堂应将德育评价纳入对“育苗计划”合作机构以及梯

队教练员、队员的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由家庭、

学校和社会德育理念衍生的针对于青训教练员和队员的

德育评价体系和机制。如对教练员和队员训练竞赛时的

言语行为、队员基本生活习惯等进行科学评估，也可以将

家长陪伴训练竞赛时的语言和行为纳入评价体系，作为

评定选拔后备人才的指标。

本研究归纳精英学堂的问题主要包括：1）在培养目标

上，偏向于重成才、重特长，对儿童青少年的全面发展考虑

不足；2）在价值问题上，无论是精英学堂、家长还是中小学

校，将足球人才带来的实际效益置于重要位置；3）在具体

行为上，强调结果而忽视过程，将运动水平、比赛成绩作为

首要评价标准。对此，本研究建议，调节球员家庭的期望

偏差、科技助力选材、强调德育评价以及将促进儿童青少

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协同合作重点。

3 启示

3.1 培养足球后备人才需要有效推进学训结合

近年来，随着足校改革、职业足球青训体系优化、校

园足球的蓬勃开展，促使体育和教育相关部门深度融合。

因此，如何在体教结合基础上做好学训结合，实现通过高

质量教育获得良好前途是培养高水平足球后备人才所面

临的挑战。学训结合主要强调两个方面：1）强调时间维

度的结合，即合理安排学习和训练竞赛的时间。阿贾克

斯足球俱乐部等 10 家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数据显示，

12 岁及以下球员每周训练 3～4 次，13 岁以上球员每周训

练 4～5次，各年龄段的平均训练时间为 1.5～2.0 h（Europe‐

an Club Association，2012）。说明应在提升训练质量的同

时减少训练时间。Haugaasen 等（2014）通过对挪威 718 名

13～21岁业余和职业球员的分析发现，相对于训练时长，

足球专项训练内容设计对青少年球员技术、体能水平的成

型与提升影响更大。因此，可以针对足球的专项特点开展

针对性训练，在固定的训练时间框架内实现更好的训练效

果。此外，还可以引入国外职业体育俱乐部广泛应用的运

动员跟踪定位技术、AMISCO 比赛分析软件等技术手段，

结合混合线性模型、社交网络模型等数据模型对青少年球

员进行个体分析（刘鸿优 等，2016），使其能够在有限时间

内高效提升技战术水平。2）强调文化知识学习与足球技

能学习的结合。本研究发现，家长和学生都认为文化学习

和足球训练竞赛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因此，无论是俱乐部

梯队的临时性文化课学习还是寄宿制足校的文化课程模

式，都可以尝试在教学内容和方式上与足球领域实际结合

起来。例如，可以借鉴“STEM 教育＋体育”模式，即将数

学、科学、技术、工程学课程内容与体育项目的训练竞赛知

识相结合。

3.2 培养足球后备人才需要青训机构与家-校-社协同

合作

自《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实施以来，特别是《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

工作的意见》的印发，体教融合虽然加快了发展步伐，但新

的体育育人理念、模式在与学校整体育人过程对接时，资

源、成果和技术缺少良好的渠道。同时，部分社会体育俱

乐部、专业人员无法与校园体育发展的需求相对接。另

外，家长对于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强调体教融合是否理解和

支持，社会、市场各主体对于体教融合认知是否正确，是落

实文件精神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此，精英学堂与家-校-社

融合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探索，既是体教融合的开放协作

创新模式，也符合《体育法》的相关规定。

基于这种开放式协作创新模式，学生、学校、家长、社

会足球培训机构等利益主体将在 3个方面获得助力：1）拓

展视野，通过精英学堂国际化的训练指导理念和技术方

案，各利益主体在交流互动中，为实现促进青少年健康发

展和加强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奠定基础。2）引入社会投资，

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青训机构作为企业法人可以直接投资

或吸引其他社会资本加入。通过资本运作经验及优势资

源，为足球项目儿童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提供更多机会，

实现成果孵化并且广泛应用，从而助推激活体育培训产业

链及行业的升级变革。3）创新体育专业人员进校园的方

式，通过类似于精英学堂的体教融合开放式协作创新模

式，可以利用社会和市场资源，吸引专业人员进校园。

3.3 将发展校园足球的正确逻辑关系作为培养足球后备人

才的重要指引

不同于强调教育和普及的校园足球体系，职业俱乐

部梯队体系以及足校秉承“以竞赛成绩为重心、以输送高

水平球员为核心、以提升比赛能力为中心”的培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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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标是为职业足球提供高水平人才，俱乐部梯队和足

校应认识到大部分的队员或学员年龄正处于义务教育阶

段，未来只有少数队员或者学员能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

足球青训的本质是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而教育的目的是

培养身心健康、有文化、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应以发

展校园足球的正确逻辑关系作为指引，在立德树人、身心

健康的基础上培养足球后备人才，既是对“足球，首先是

一个育人的工具”理论指向的阐释，也贯彻落实《体育法》

规定的“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坚持体育和教

育融合，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体魄与人格并重，促

进青少年全面发展”此项基本原则。

4 结论

精英学堂值得借鉴的经验主要在于：1）搭建家庭教

育与足球教育融合的平台；2）强化职业足球青训体系与

校园足球的合作力度；3）创新职业足球青训体系与社会

足球培训机构的合作方式；4）充分利用高校资源和政府

相关部门的力量促进自身发展。精英学堂需要改进之处

在于：1）正确引导家庭的期望偏差；2）正确对待与校园足

球甚至学校体育教育之间的关系；3）将德育评价纳入青

训培养质量评估体系。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 3点启示：1）

需要有效推进学训结合；2）需要青训机构与家-校-社协

同合作；3）将发展校园足球的正确逻辑关系作为重要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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