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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结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以校园足球为主题开展的“校园足球新长征”系列活动大型宣传推广活动近日落下帷幕。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巴渝大地到冀中平原，从贵州苗寨到赫哲渔村，从客家山乡到内蒙古草原，从日新月异的城市到逐渐富裕的农村，2016 年 5 月至 11 月“校园足球新长征”
系列活动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全国 31 个省 （区、市）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了相关活动，活动主要涉及学校 50 余所，参与活动学校百余所，囊括小学、初中、高中。
“校园足球新长征”系列活动通过组织校园足球公开课、召开校园足球经验分享会、拍摄校园足球宣传微电影、365 集足球教学视频等形式，每到一地都激起一波校园足球热浪，成为
校园足球工作发展的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

校园足球：走好孩子们自己的新长征
——“校园足球新长征”综述
快乐与友情，让自己学会了如何面对
困难，增加了团队合作意识。家长们
校园足球公开课精
感受到校园足球教会了孩子如何持之
彩纷呈各具特色
以恒地做一件事情，感受到孩子们在
身体素质提高的同时，看到了孩子们
“校园足球新长征”活动先后走进
的成长进步。
了北京八一学校、延安中学、井冈山
一线教师谈到，校园足球锻炼了
毛泽东红军小学等 50 余所基层学校， 学生的意志品质和顽强拼搏精神，让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精彩纷呈、各具特
学生在参与足球活动中学会了如何理
色的校园足球公开课，授课老师有国
解和包容他人。
际青训专家、有资深国内足坛名宿、
足球名宿呼吁，社会各界要关心
有一线优秀足球教师。山西站校园足
支持校园足球的开展，采取有力措
球公开课，由知名足球青训专家汤
施，建立完善的校园足球培训体系和
姆·拜尔先生亲自授课。来自太原市
竞赛体系，充分调动学生踢球的积极
49 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校
性，只有参与校园足球的人多了，我
长、教练、学生和家长代表进行了现
国的足球水平才能提高。天津站校园
场观摩学习。
足球经验分享会上足球名宿蔺新江、
安徽站校园足球公开课由学校的
左树声、王俊、于根伟与 300 多名学
足球老师和 4 名来自西甲联赛的外籍
生、家长、教师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参
教练合作完成，中西结合、相辅相成。 与校园足球教学、训练、竞赛和活动
西藏站校园足球公开课上，基层
中的心得和体会。
足球老师郑峰采用独特的寓教于乐
前中国足球运动员、现青岛中能
方 式 ， 通 过 “ 急 速 停 球 ”“ 快 速 反
队的主教练宿茂臻，回到家乡青岛助
应 ”“ 自 然 灾 害 ”“ 团 队 之 星 ” 等 有
力“校园足球新长征”青岛站活动的
趣的游戏，充分发挥足球运动的独
开展，在校园足球的经验分享会上畅
特魅力，让学生发自内心的喜欢足
谈了自己的足球教育经验。
球，爱上足球。内蒙古站启动仪式
新疆站校园足球经验分享会上，喀
颇具蒙古民族风情，公开课由男女
什足球明星阿力木江通过内高班学习考
校队共同展示。
入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放弃在北京就
业的机会，选择了服务于家乡，现已成
校园足球经验分享
为喀什市校园足球的得力干将。
新疆建设兵团站校园足球精神分
会交流心得畅谈友情
享会突出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将这
交流心得、分享体会，各站举办
两种精神融入到校园足球发展中。
的校园足球经验分享会得到了广大校
黑龙江校园足球经验分享会上外籍
长、教师、教练员、学生、家长们的
足球教练对比中外校园足球运动的差
热烈欢迎，也吸引了一批足球业内人
异，谈到了如何进行科学的足球训练。
士、关心校园足球发展人士的大力支
湖南站启动仪式以晚会形式呈
持和热情参与。
现，经验分享会穿插于启动仪式的各
参与学生谈到，校园足球带来了
个环节形式多样。

长征”系列活动还开通了官方微信公
众号，派专人全程跟踪报道，针对各
365 集足球教学视
省、市、区、学校校园足球开展情
频拍摄工作顺利完成
况、“我的校队我骄傲”“我是旗手我
校园足球的宗旨是“一切为了孩
光荣”以及各站启动仪式都进行了相
子 ，为 了 孩 子 的 一 切 ，为 了 一 切 的 孩
365 集 足 球 教 学 视 频 项 目 ——
关报道。累计推送图文报道共计 113
子”，所有孩子都有享受足球乐趣的权 《天天足球》，历时数月，于 2016 年 10
篇。
利。秉承着这一宗旨，
“ 校园足球新长
月 20 日在北京体育大学 4 号球场雨中
2016 年 10 月 22 日，国家教育部门
征”还来到了天津市河北区启智学校、 杀青，全部制作工作将于年内完成。 领导、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
大连盲聋学校、九江特殊教育学校、成 《天天足球》 按照学习者的年龄段和技
小组组长在“校园足球新长征”走进
都市青羊区特殊教育学校等特殊教育
术难易程度，筛选了 120 个足球动作
革命圣地延安活动的书面致辞中，勉
学校，记录下了教育工作者通过足球运
技术，由世界知名足球青训专家汤
励广大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者要弘扬
动给这群特殊的孩子带来信心和快乐
姆 · 拜 尔 领 衔 拍 摄 。 全 系 列 共 365
伟大的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
的过程。
集，每集 3 分钟，制作完成后在中国
行，推动学校体育和青少年校园足球
在成都市青羊区特殊教育学校，足
教育电视台及其他相关网络、手机平
工作广泛、深入开展，加快实现教育
球教练员罗旭光老师以及 4 位助理老
台免费持续播出。《天天足球》 的推出
现代化。正如这位领导所希望的，“校
师带领 36 名学生给大家展示了一堂精
将是对专业校园足球教材的重要补
园足球新长征”将继续秉承长征的信
彩的校园足球示范课。这所专门针对
充，是一种基础性教学，更是一种普
念与执着，深入到校园足球的神经末
中重度智力障碍儿童、唐氏综合症、脑
及和宣传。任何一个孩子或者个人， 梢，在全国范围内播种足球和体育的
瘫、发育迟缓、多重障碍和孤独症儿童
在没有专业老师辅导的情况下，看视
种子，为建设体育强国、人才强国和
的特殊教育学校，拥有一支人才辈出的
频就能对足球的基本技能、规则有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特奥足球队，队员们常年坚持训练，不
定了解。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但身体素质和技战术能力得到了发展，
“校园足球新长征”活动得到了社
按照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
队员们的语言表达、人际交往、社会适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中国人寿保险股
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部署，在各合作单
应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们中
份有限公司作为活动赞助商，给予此
位的大力支持下，项目执行团队在总
的很多人走出了家门，步入社会，成为
次活动全方位的支持。
统筹方雨的带领下，克服时间紧、跨
了一名为社会所接纳的有用之人。
此外，阿迪达斯作为赞助商，为
地域、沟通协调任务重等各种困难，
“校园足球新长征”每所承办学校免费
圆满完成了“校园足球新长征”系列
微电影纪录孩子们
提供球服和足球。这些知名企业用实
活动的执行工作，获得了活动各方的
际行动支持着中国校园足球事业的蓬
一致好评。
成长
勃发展！
80 年前，红军长征在祖国大地上
伴随“校园足球新长征”征程的
播种了对于民族前途的希望。如今，
中央媒体+地方媒
圆满结束，各站校园足球宣传微电影
“校园足球新长征”也在全国范围内
的拍摄也顺利结束。目前，已有河北
广泛宣传了体育和足球运动的综合育
体全方位报道 新媒体
篇、青海篇等微电影作品先期剪辑制
人价值，带动了学校体育的改革发
全程跟踪报道
作完成，并通过网络进行首批发布，
展，播种了足球的种子。“校园足球
作品对相关省份校园足球开展情况进
自“校园足球新长征”启动以
新长征”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但中国
行了深入的解读和艺术化展现，获得
来，得到了 500 余家中央及地方媒体
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征程必将继续奋勇
各方好评。剩余学校相关作品也在紧
的全方位关注报道，累计报道超过
前行！
张的制作编辑中。
1500 余篇。除此之外，“校园足球新
（方 苇）

校园足球不落下特
殊学校孩子

《中 国 少 年 足
球 战 队》在 米 兰 斩
获
“最佳纪录片奖”
当地时间 2016 年 9 月 18 日下
午，首届意大利中国电影节在米
兰降下帷幕。由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品、
中国教育电视台制作的系列纪录
片 《中国少年足球战队》 不负众
望，摘下“最佳纪录片奖”桂冠。
《中国少年足球战队》小学男
子组上集——《中国少年足球战
队》，小学男子组下集——《中国
少年足球战队》系列纪录片，
除以
上小学男子组之外，还有小学混
合组、
初中男子组等精彩内容。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教育部门体育卫
生与艺术教育机构负责人表示，这
是中国校园足球在足球之都米兰的
首次展示，更具象征意义。
本次电影节艺术总监、北京
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吴冠平曾
特别介绍，这次电影节既有表现
成年人生活的作品，也选择了反
映青少年生活题材的作品。在入
围影片的纪录片和短片的竞赛单
元，表现少年中国足球的纪录片
《中国少年足球战队》 就很有特
点。意大利是足球强国，中国的
足球事业正在成长，我们希望从
青少年开始做起，青少年足球和
意大利有一种默契的联系，也希
望这部影片可以得到意大利观众
的喜爱。

·广告
广告·
·

在校学 回家练 出门赛
——体之杰从足球路径器材入手

探索足球发展解决之道

20 余载。而今想再一次为足球、为中
国体育产业贡献一份力量。为了找到
适合的方式进入足球事业，体之杰找
到北京八喜足球俱乐部进行合作研
发。“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中国的足球
水平上不去，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足球
普及率低，足球人口太少，足球产业
链太孱弱，供给需求无力，很多人虽
然能踢球，但是离会踢还有一定距
离，足球技能弱，基本功太差。这一
点不仅制约着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
世界，也制约着中国足球产业的发
展。
”

社区足球开展场地设施是瓶颈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场地设施是
关键。
据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
据公报》 显示，我国的人均体育场地
占有面积只有 1.46 平方米。尽管近年
体之杰足球路径走进北京丰台社区活动
来各地体育场地建设势头喜人，但足
球场地一直是其中的“短板”。
日前，全国体育部门负责人会议
袋”中，闪转腾挪，运球穿越；那边
西罗园街道高立光主任介绍，这
当然，这与足球场地建设难度大
在国家体育部门召开。会上，足球发
球门变身为一种“奇怪的造型”——
套“奇怪”的器械名为“足球路径”， 不无关系。对此，祝文彪也表示，在
展、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等一系列热
尺寸比正规足球门小不少，球门也不
是北京体之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提供
中国解决地皮是很棘手的事，有人的
点议题，再次成为与会代表们关注和
敞开，转而变为 8 个圆孔……粗略数了
的，包含 7 组器械，专门用于足球基本
地方没地，有地的地方没人，所以体
讨论的焦点。
数，这些器材大体分为七类，样子都
功日常练习和球技比赛，很受社区居
之杰在前期研发中就进行了小巧灵活
为促进足球事业、全民健身与体
不常见，涵盖了足球训练的颠、传、 民、小朋友喜欢。
设计，足球路径占地只需 2—10 平方米
育产业的快速融合发展，国家密集出
带、接、停、射等各种技能。
与健身路径差不多，可视情况对七项
自主创新助力足球产业
台了多项重磅政策，吹响了足球、全
笔者了解到来自西罗园第五小学
器材进行独立、组合配置，还为空间
民健身与体育产业的集结号。但在具
和其他学校的同学们正在利用这些
足球路径？听起来很新鲜，实际
有限的城市社区设置了“架空方
体操作层面，如何才能进一步扩大足 “奇奇怪怪”的器材进行球技比赛，吸
上它是由我国自主创新研发的一套专
案”——可以将足球路径搭建在停车
球人口，为全民健身注入新的活力？ 引了社区居民和小朋友的围观，不大
门用于足球基本训练的设备。北京体
场或者其他空旷场所上空，极大限度
如何才能促进体育消费，带动足球产
的场地上站满了人。“这些器材很有
之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文彪
地利用空间。
业发展？在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街
趣，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踢，而且还
介绍，体之杰足球路径的设计和研发
同时体之杰也希望通过足球路径
道，一块小小的场地似乎为大家提供
可以练习很多脚法，等我练好了再和
理念是基于对国家政策的解读和足球
的设计，解决足球训练中缺少师资、
了一条新的思路。
他们比。”站在前排的小朋友许铭这样
运动普及面临的场地、师资、训练器
缺少器材和缺少伙伴的问题。
告诉笔者。
材缺乏等因素，参考欧洲青训体系个
在这一点上，祝文彪深有感触：
西罗园街道的“奇怪球场”
陪同许铭一起来的家长于秀娟也
人技能训练方法，在国内足球专家、 “现在能够在家门口踢球是件难事，不
在西罗园街道，笔者看到，小小
表示：“孩子喜欢踢足球，街道社区有
教练等专业人士指导下研发的，经过 2
仅是没有场地，你经常会遇到一个人
的场地不足 60 平方米，几组“奇奇怪
了这些设施后就方便多了，孩子带个
年的反复试用测评修改 9 月正式推出。
拿着球没人跟他踢，只能自己对着墙
怪”的器材次第排开：这边一个类似
球就能随时踢，又不会耽误写作业，
说 起 体 之 杰 研 发 足 球 路 径 的 初 ‘闷’。再一个，就是我们在足球教材
于天梯的健身器械上，挂着一排“拳
练得多了，孩子的身体也有劲儿啦！ 衷，祝文彪表示，体之杰作为健身路
和训练器材这方面没有统一标准。也
击沙袋”。人们需要在左右摇晃的“沙
孩子们开心，我们家长也挺高兴的。
”
径的创造者，已为全民健身事业服务
是基于此，体之杰愿意做头一个‘吃

螃蟹’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
多人能踢上球，会踢球，实现国人的
‘足球梦’
！”

助推社区、校园足球融合发展

有不同强度和对抗性的练习方法，能
从时间、次数、距离、力度、精准度等
方面进行测评，激发学生的上进心。未
来如果在学校、社区得到普及，老师在
校教，孩子回家练，对迅速提高校园
足球成绩是有很大推动的。
”
据了解，目前体之杰足球路径已
被北京、武汉、盐城、石家庄、潍
坊、郑州、洛阳、哈尔滨、西安、太
原等地的 30 多所中小学采用，受到了
师生们的普遍欢迎。

自然，青少年是“足球梦”里的
主角儿，所以一开始体之杰就将“在
校学、回家练、出门赛”作为研发的
核心理念，足球路径上不仅具有足球
动作图形和文字说明还都配有使用视
频，即便是孩子，也能轻松地领悟掌
握，从不会到会、从会到提升。
创新倾情足球产业
此外，体之杰已开始参照 《青少
年足球教学指南》 进一步研发足球路
而对于未来的发展规划，祝文彪
径器材相关教材和赛事规则。“足球路
也表示，体育产业国家战略和足球路
径是体之杰首创，很多事情我们都是
径的良好局面鼓励我们创新将永不止
‘摸着石头过河’。编制中得到多位体
步。“现在的路径器材共包含 7 组，这
育老师的大力支持，也是他们在实际
远远不是我们的目标，新的足球产品
使用过程中，根据教学需要提出的实
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中，不久又将面
际需求，我们觉得很好，能让足球路
世，满足客户不同层次的需求。
”
径更科学、适用、实用，帮助校园足
不仅如此，体之杰在“在校学”
球红红火火发展下去。
”
“回家练”的基础上，按照足球产业发
带队参加比赛的西罗园五小体育
展的轨迹正在延伸足球路径“出门
老师吴海远与笔者交流时谈道：“发展
赛”的功能。祝文彪表示，目前公司
校园足球单靠在校教育远远不够，还
已经接到需求，开始帮助地方体育部
得有社会力量多多参与，给孩子们踢
门设计基于足球路径的相关比赛和足
球提供便利条件，多创造触球空间和
球路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
展示平台，这样孩子们的足球兴趣、 增加更多娱乐功能的研发，希望能让
运动天赋才能更好展现，未来才可能
更多人走上路径，提升技能，享受踢
有好的出路，家长也会给予大力支
球快乐的同时推动足球产业大步前
持。这套足球路径不用专业的足球场
行。
地、人员，一个或几个人都能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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