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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校园足球交流面临机遇和挑战——专访
中英校园足球项目负责人郑少强

2016年03月10日14:55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伦敦3月7日体育专电（新华社记者王子江）“中英校园足球项目”启动三年多

来，通过该项目的第一阶段英国的足球教学专家已经为中国培训了近300名英格兰校园足球国

际基础课程的教师，中英校园足球项目的培训正进入快车道。该项目负责人郑少强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英校园足球项目给中国足球带来了巨大的战略机遇，但必须稳步推进，

避免急功近利，要制定长期的规划，必须把培训中国足球教学老师队伍质量放在首位。

（中英校园足球项目 图片来源：中山实验中学官网）

“中英校园足球项目”是由孙中山青少年基金会与英格兰足总签署的长达15年的校园足球

推广协议，英文名为“SINO-U.K School Football Project”。协议涵盖了大中华地区（包括

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由基金会挑选被列入英足总和英格兰校园足协名单的、拥有

资深足球教学经验的专家，采用英国方面的教材，为大中华地区引进英格兰校园足球启蒙教育

的新理念，推广英式足球教育。该项目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国教育部和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等政

府部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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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青少年基金会是一个在英格兰注册的非盈利机构，总干事郑少强1988年从香港移

居英国，1992年与中国有关机构在伦敦合作出版英文刊物，介绍中国坚持经济改革开放的有

关政策，同时在广东中山投资建立纺织厂。2003年，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办中英校园足球

起步仪式，开始为“中英校园足球项目”的前期起步筹集资金，推动该项目发展，探索中西方

体育经济和文化教育合作的新渠道。最终他得到了英国皇室主要成员和英国政府有关部门等机

构的支持，并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在2012年5月与英足总达成“中英校园足球项目”的

协议。

郑少强认为，中英校园足球项目将在以下领域对中国的足球普及发展有战略意义：

第一、足球在当今世界已经超越体育运动的含义，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标志之一。以前

并不注重足球的美国也在英国大规模收购俱乐部，包括阿森纳、曼联和利物浦在内的多支豪门

已经由美国公司控股，去年美国主导的国际足联反腐行动也证明美国正在积极介入国际足球事

务。因此，“中英校园足球项目”在推广中英足球文化教育和产业的合作，以足球文化教育为

桥梁，推动中英两国从去年开始的黄金时代，加快中国软实力的提升等方面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也是国际足球规则的重要制定者之一。国际足联要想修

改规则依然要得到英国四家足球协会的通过和批准，英足总的专业足球和校园足球教学培训教

材的编写和现代足球的教学模式，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包括德国、巴西、法国、意大利、西

班牙、荷兰、日本等世界足球强国的校园足球教师培训，都参照英格兰的教材和教学方式。日

本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邀请英格兰校园足球教学专家协助推动足球改革，在短短30年内日

本已成为足球文化和产业的亚洲第一强国。

中国过去30多年来足球发展的教训证明，发展足球事业，培养足球文化必须从中、小学开

始，中国的足球教学必须与世界强国接轨。

（外教讲解训练内容 图片来源：洛阳市实验中学官网）

第三、中国经过30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通过引进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一跃成为世界制造

业大国。现在中国应以足球发展为契机，通过利用英国先进的足球理念和教材及技术，创建软

实力大国。相信经过未来20至30年的发展，学习全球软实力大国的精髓，中国能成为世界足

球产业文化大国的中心。

第四、有利于海峡两岸青少年校园足球的交流。“中英校园足球项目”的协议覆盖整个大

中华地区，孙中山青少年基金会与英国的合作，将加强大中华地区青少年在校园足球方面的交

流合作。2015年10月，该项目已经与中国台北体育运动团体从业人员交流协会签署了协议，

进行为期5年的教学课程，在台湾校园中推广“中英校园足球项目”的实施。

第五、中国面临产业转型，而以足球为代表的体育产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中英校园

足球项目引进英格兰的经验，能有效带动足球文化和产业的开发。中国校园足球和社区足球及

专业足球的建设，必须要有国际标准的管理法规和制度做保障，中英校园足球项目可以确保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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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足球爱好者自行报名学习现代足球教学的新理念，让每个喜欢足球的人将发展足球教育普及

视为光荣的社会责任，这样必将促进足球文化和技术的普及，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推动

中国新兴消费市场的发展，促进中华民族国际顶级品牌的建设。

据统计，英国体育产业占GDB比重超过2％，而最主要的项目就是足球。美国的体育产业

是第七大产业，每年产值是汽车产业的两倍，而中国这个数字只有0.55％。产业的升级离不开

足球文化教学的普及，发展校园足球普及要从培训足球教师队伍抓起，是建全中国足球教学的

基础。

当然，郑少强也认为，根据中英校园足球项目近三年的落实情况来看，虽然在上海和广东

等地举办了5期培训班，得到了受训学员、中小学生和家长及当地教育部门的赞许，培训课程

和教学质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但很多地区的校园足球也跟着一哄而上，不注重培训教员

的国际标准和要求，使校园足球变成突击化和面子工程，校园足球有重蹈功利足球的危险。

他认为，大中华地区发展校园足球首要任务是培养有足球文化兴趣的本地教师，让他们将

来成为具有国际教学水平的足球教师，最终由中国面孔的教师进入课堂作主要执教的足球教

员，这才是一条科学与循序渐进之路。

他说，足球文化的普及需要中国政府依靠非常严谨的制度管理方案和顶层设计来配合，需

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和管理章程，这样才能使中国足球与国际足球强国的教学体系相融合。

他还说，过去两年来，“中英校园足球项目”在中国广东和上海试点时，感觉到有关部门

应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技术监管机构，尽快出台配套政策，以支持中国足球教育部门，尤其是从

事足球教育等技术层面的人员和机构，有秩序地进入校园足球培训的事业中。

郑少强还说，中国有关省市足球管理部门应提防有机构打着足球培训的名义谋取利益。已

经发现有机构打着发展校园足球的幌子到处招揽学生，收取昂贵的学费到欧洲的专业足球俱乐

部“游学”，试图以发展校园足球为名敛财。他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措施，保护外国资金和

中国民间资本投入中国足球文化教育发展。他还希望尽快落实中英校园足球教学中心的立项，

确保英格兰足球教学专家拥有一座英国标准的足球教学和培训中心，帮助中国教师和学生不需

要走出国门就能接受英国教练的培训，节省培训的资金和时间。

（本文转载于新华社，如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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