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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1］。青少年是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青少年足球的发

展水平决定了国家足球水平的持续发展和提升，重视

青少年阶段的培养已经成为足球发达国家的理念共

识。作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重要组成部

分，校园足球在“教学是基础，竞赛是关键，体制机制是

保障，育人是根本”的发展思路指导下，积极构建特色

学校、试点县（区）、改革试验区和“满天星”训练营的特

色发展体系，在推广普及、师资培训和条件保障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基本实现

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学校体

育“四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我国校园足球的发展已经

进入新时代［2］。校园足球要在总结经验和吸收国外先

进理念的基础上，通过“满天星”训练营来带动全国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建设，在继续推进校园足球普及的同

时逐步提升竞技水平，逐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

青训体系［3］。作为校园足球发展过程中的新生事物，

“满天星”训练营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如何才能确

保“满天星”训练营的规范建设与发展？怎样才能避免

“满天星”训练营重复传统足球学校的发展思路？欧美

足球发达国家有没有可借鉴的先进经验？本文旨在对

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发展特征与现实挑战进行

深入分析，同时借鉴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的模式特征，

积极探讨欧美足球青训先进经验对于“满天星”训练营

建设发展的启示，为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持续

和深入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1 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发展模式与现实挑战

1.1 发展模式

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秉承“聚是一团火，散

去满天星”的发展理念［4］，充分运用周末和节假日时

间，把一定区域内（区县一级）在校园足球活动中表现

优异的学生集中起来，就近组织开展高水平训练和比

赛的创新发展模式。其功能定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通过“满天星”训练带动区域内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的建设发展；二是进一步推进校园足球课余训练和提

升校园足球竞技水平。“满天星”训练营既是学校体育

功能外延的试点，又具有社区体育的特质，是学校体

育和社区体育的重要联系纽带。自 2017年开展建设

以来，“满天星”训练营坚持行政主导、立足校园和试

点推进的发展原则，加大与地方足协、俱乐部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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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合作，形成良性的合作机制。营员全部是普通

学校在校学生，不脱离学校和家庭，由教育行政部门

提供场地、经费、教练员等保障条件，通过选派高水平

外教重点培训营区辐射学校的教师和教练员队伍，坚

持每周两练一赛的模式，确保校园足球“教学、训练、

竞赛”体系的完整性。截至 2019年，全国已布局建设

80个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逐步成为推动校园足

球竞技水平提升和足球青训的重要试点工程。

1.2 现实挑战

作为新时代校园足球全面深入开展的标志性工

程，“满天星”训练营依托校园足球试点县（区）的建设

基础已初具发展规模。如何进一步体现“满天星”训

练营对于校园足球的促进成效，是确保校园足球全面

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

作为从 2017年开始发展的新生事物，校园足球

“满天星”训练营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现实

问题。（1）实施方案和长远规划缺乏。调查显示，除

2019年新增 33个“满天星”训练营外，已建设的 47个
“满天星”训练营仅有北京市海淀区、青岛市、深圳市

宝安区等少数地区印发了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原

有的校园足球发展方案中尚未将“满天星”训练营纳

入顶层设计，“满天星”训练营的工作推进缺乏整体统

筹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为此，全国校足办在 2019年
印发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基本要

求（试行）》，旨在引导各地强化“满天星”训练营的顶

层设计和规范发展，也从侧面体现了当前“满天星”训

练营顶层设计欠缺的现实问题。（2）保障机制有待完

善。除了场地、人员、经费等基础条件的保障外，“满

天星”训练营根据其功能定位需要重点建立以竞赛为

主的交流机制。校园足球要提升竞技水平，竞赛是关

键，遗憾的是“满天星”训练营的竞赛体系至今尚未建

立。同时“满天星”训练营作为新生事物，与中国足协

以及各地足协主导的青训中心体系建设缺乏融合和

保护机制，尚未形成有效衔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预期。（3）特色发展模式尚未凸显。“满天星”训练营作

为校园足球青训模式探索的创新途径，在注重特色模

式的发展以及经验凝练上的力度不够。同时，在发挥

连接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的纽带功能，真正实现推进

校园足球发展的广泛参与机制的举措不多。（4）评价

机制尚未建立。如何评价训练营的实施成效是确保

训练营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构建以校园足球青训

水平评价为核心，以体系完善、功能辐射、特色发展、

保障举措、竞赛成绩等层面为重要环节的综合评价机

制是确保“满天星”训练营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2“满天星”训练营发展的国际经验：英格兰足球青训

学院

2.1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发展背景

英格兰作为现代足球的起源地和当今世界足球

发达地区之一，职业联赛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国家队长

期的低迷表现，折射出英格兰本土球员的培养策略存

在严重问题。1998年，经历长期发展低谷的英格兰足

球经过深刻总结和反思，坚持“足球是教育”的发展理

念，先后制定以建立足球学院和青训中心为核心的

“素质宪章发展规划”和“精英球员发展规划”，要求英

超俱乐部统一设立足球学院，英超以下的 3级职业联

赛（英冠、英甲、英乙）俱乐部设立青训中心，面向所在

社区以及全社会招生，将能否设立符合标准的足球学

院作为俱乐部加入职业联赛的重要准入条件，同时要

求绝不能影响学员接受学校教育［5］。经过近 20年的

潜心发展，英格兰已组建 40所足球青训学院和 51个
青训中心，在训学员已达到 12 067名，其中 24％的球

员隶属于英超联赛各俱乐部，76％的球员隶属于英格

兰其他级别足球联赛［6］，构建了由英足总和教育部宏

观支持、50个郡级地方足协、教育部门和业余社区俱

乐部各司其职、条理清晰、互相支持、重点培养青少年

足球人才的完整体系，并取得了良好的青训成效。

2.2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发展模式特征

2.2.1 以培养优秀青训人才为核心目标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的建立旨在提供一个能够

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本土球员的环境。为实现这一目

标，学院针对教练员、球员和环境分别设置了不同的

层次目标：教练员层次目标是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支

持，开展世界领先的青年教练交流活动；球员层次目

标是培养战术精明且能独立决策的优秀技术球员，为

足球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做好充分准备；环境层次目标

是提供拥有创新型游戏项目的励志设施并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此外为确保目标实现，学院设立了在发展

过程中的基本原则：为球员创造更多的训练和比赛时

间，增加获得职业俱乐部签约并在一线队踢过最高级

别比赛的本土球员的数量和质量，改善教练条件，实

施一种度量有效和质量保证的建设体系，对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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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院体系的战略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寻求在球员发

展的各个方面上实现重大收益。目标的层次化、体系

化以及原则化体现了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明确的功

能定位和清晰的发展思路。

2.2.2 塑造学院和球员两大主体的培养环境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注重球员发展环境和学院

发展环境，精心打造以球员培养的能力时钟模式和学

院发展的能力管理体系为特征的精英环境。在球员

发展层面，学院必须彰显以下共同特征：拥有允许青

少年充分发展的足够时间和空间；各个方面规划都具

有挑战性、发展性和鼓舞性；在青少年能力提升的各

个阶段都有优秀的教练支持；由教育、科研、医疗以及

比赛共同参与的训练计划；培养青少年成为场内外的

独立决策者；根据球员的分类进行适当级别的比赛，

塑造持续的比赛环境。在学院管理层面，倡导阐明自

我足球哲学的权利，引入了 ISO评价体系，客观地评估

足球学院的相对生产力，设定有效的绩效目标，根据

目标进行基准测试并衡量其进展。英格兰足球的关

键特征之一就是拥有高度定义的个体文化和价值观，

这些传统作为学院历史、身份和未来抱负的一部分得

到了极大的捍卫。

2.2.3 层次分明、衔接合理的体系设置

英格兰在青训发展初期的“素质宪章发展规划”

中设置了以足球学院和精英中心为主的双重分类体

系，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求，以“精英球员发展规

划”为主导的学院体系更加精细化，在双重体系上延

伸为 4类足球青训学院，在训练课时标准、能力提升路

径、训练模式和主要绩效产出等不同层面体现更为科

学和细化的差异。新型分类体系是为了使每一个足

球青训学院都能够做自主战略选择，并保证选择的相

关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也反映了英格兰拓展足球精英

环境的雄心。

2.2.4 以综合素养提升为核心的融入式教育理念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立足于优秀球员的长远发

展，注重学员独立决策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养的提

升，将教育作为青少年球员培养与发展的核心任务之

一。青训学院必须设立学术领导层，由具有相关从业

经验和资质的教育主管主导实施教育方案。教学方

案需要符合国家标准，全程融入到训练计划中，并能

够根据国家教育体系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同时注重

在实施过程中与学员和家长的沟通交流，学员的受教

育记录将纳入学员能力发展时钟体系，以便在综合培

养方案的框架内有效进行。

青训学院根据学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组织实施

相关的教育方案。在基础阶段，要确保学员完成基础

教育课程，大部分的训练将在课后时间或周末进行，

这一阶段不建议增加特定的教育辅导。在青年发展

期，学员的训练计划有较大变化，要求一类、二类和三

类学院的教育主管制定新的、灵活的教育实施方案以

确保球员的教育发展不受影响，最为普遍的是青训学

院和一些已经认定的或者专门从事球员教育的学校

建立契约关系，且学校距离青训学院的场地不远，这

样球员可以在学校和俱乐部之间轻松往返。采用混

合或全日制训练模式的学院，上课时间应根据训练计

划进行调整以确保球员的教育发展不受影响。除正

常课程外，教育计划需要为所有参与混合和全日制训

练模式的球员提供特定的辅导支持。如果学院实行

全日制训练模式，那么学校最好距训练场地不远，或

学校内就有可以满足训练的条件。在职业发展期，学

院需要实行全日制训练模式，一类、二类学院需要在

学院内设置相关的教育基础设施，确保能够向U17和
U18的球员实行正式的教育计划。正式教育计划可以

通过有教育资质的团队或能够满足整体计划相关需

求的外部教育机构实施，确保给予教练最大程度的灵

活性根据球员的特定需要来制定训练计划。三类、四

类学院不强制要求在学院内开展正式的教育课程，可

以选择由外部教育机构实施正式教育计划。

2.2.5 适应不同阶段发展的特定训练模式

对体育领域中有天赋的从业者的研究表明，特定

的练习频率与最后达到专业水平之间是存在正相关

性［7］。普遍理念认为发展一门专业特长需要 10 000 h
的练习，这一理念也被视为衡量有潜力的精英球员进

阶发展的一个合理模型［8］。通过对于英国不同领域

图1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体系设置

Fig.1 The System setting of England Football Youth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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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精英培养规划的对比研究表明，以每赛季 40周计

算，从 9岁到 21岁，英格兰皇家芭蕾学校和英国自行

车协会对于青少年的训练总时长都达到 10 000 h［9］。
基于以上理念，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将训练模式划分

为非全日制训练模式、混合训练模式和全日制训练模

式［10］，其差异在于训练时长和核心训练时间。非全

日制训练模式的训练课程以周为单位，时间在核心训

练时间之外，主要在晚上或周末给球员提供训练。混

合训练模式的训练课程主要集中在晚上和周末，这一

模式使更多球员能够在核心训练时间内得到训练，但

同时也需要在教育计划中增加一些补偿性的辅导来

确保球员的学校功课不受影响。全日制训练模式从

球员的青年发展期和职业发展期开始使用。这个模

式下俱乐部可以每天给球员提供 4 h的训练时间或 2
节训练课程。训练主要安排在每天的核心训练时间

内进行。三种训练模式的提出是为了满足不同学院、

不同阶段的球员的训练要求，针对青少年的不同训练

阶段，采用相适应的训练模式。

图2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训练模式设置

Fig.2 Training mode settings of England Football Youth Academy
2.2.6 衔接合理的促进学员能力提升的比赛体系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的理念认为，如果想让球员

顺利成长为一名职业运动员，那么比赛计划就一定要

切中能力提升路径中每个阶段球员的特点，并能够提

供锻炼的机会［11］。足球学院高度重视比赛对于参训

学员成长的重要作用。针对每一类学院和学员所处

的不同发展阶段，量身定制所需的比赛方案。这个方

案与球员成长时不断变化的特点相匹配。比赛计划

和训练要点及球员的发展要求密切相关。球员有权

享受定期的比赛机会，比赛计划应当在球员的发展和

竞争上有所平衡，其比赛形式从小场地比赛拓展到正

常的 11vs11比赛，采用假期赛、联赛、锦标赛等多种灵

活的赛制。对于处在基础阶段的球员能够提供当地

的比赛锻炼机会，对于其他阶段的球员合理安排国内

或国际性的比赛，旨在为球员提供锻炼和发展的环

境，同时让球员通过竞争来对自己进行检验，并从中

学会如何赢得比赛。

图3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赛事设置

Fig.3 Tournament settings of England Football Youth Academy
足球学院对青年球员使用的球场大小和赛制等

相关规定进行商议并确定，为现代化比赛计划的全面

实施做好准备。针对学院所有U16以下的球员制定灵

活的赛程安排，每年针对基础阶段和青年发展期球员

制定的室内赛程以及夏季和冬季的休赛期会在 1月份

经过商议并确定。针对每一类型的学院将提供定制

的比赛计划，同时创建一个面向英超俱乐部和一类学

表1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教育方案

Tab.1 The education plan of England Football Youth Academy
发展阶段

基础阶段

（U5—U11）

青年发展期

（U12—U16）

职业发展期

（U17—U21）

招生范围

指定区域招生

区域招生

全国范围招生

人员配置

全职教育主管

1.全职教育主管

2.对混合、全日制训练模式的

球员请特定家教辅导

1.全职教育主管

2.课程家教

3.对采用全日制训练模式的

球员请特定家教辅导

教育课程

由所在学校发布相关课程

计划

学校课程与训练计划灵活结

合的每日计划

1.在校内整体方案中实施特

定的教育计划

2.非强制性的继续教育或高

等教育

沟通交流

1.每年向学校、父母汇报3次
2.每年球员、教练的个人会

议3次
1.每年向学校、父母汇报3次
2.每 12周球员、教练进行一次

总结

每6周各部门和球员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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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新的超级发展联赛，参与该联赛将成为学院分类

过程的一个必要条件。对于基础阶段的学员，应限制

学院在比赛期间花费的通勤时间，较多组织局部地区

的赛事。增加基础阶段和青年发展期的假期比赛场

次。对于青年发展期和职业发展期的一类、二类学

院，将为其安排更多的国际比赛计划。对于职业发展

期的学员，所有学院都可派队参加U18联赛，对于三

类、四类学院，则会制定一个新的职业发展联赛。

2.2.7 规范有序的天才球员识别体系与“时间/距离”保

护准则

对人才的选拔是任何青年发展系统的基本关注

点，成功的选拔和招生，对青训学院的繁荣至关重要，

关系到整个青训学院系统的运行［12］。英格兰足球青

训学院真正意识到“招生者”和”球探“的价值定位，对

有天赋和才华的年轻球员的识别需要具备专业知识，

需要进行心理剖析，以及对运动潜力和每个潜在的新

球员为了在精英中取得成功而需要拥有的动力环境

深入理解。在此背景下首次明确了青训学员“招生

者”和“球探”所需具备的知识体系，并以此为核心开

展在职教育培训，进一步规范“招生者”和“球探”的队

伍建设。

表2 英格兰青训学院“招生者”和“球探”知识体系

Tab.2 The“Admissions”and“Scout”knowledge systems of England
Youth Academy

知识体系

生理指标

心理指标

技能指标

成长规律

球员发展

有效举措

知识内容

发育程度、国家体测数据的分析

相对年龄效应及其对招生的影响

衡量球员在管理有压力比赛时的动力和潜力

衡量球员的决策潜力

年轻球员在特定发展阶段可习得的技巧

50%的学院球员在16岁之前就会离开学院体系

10%最终拿到职业合同

与球员和父母更好地互动的方案

晚期发展和球员转会计划

通过俱乐部主导的一些准入计划来扩充人才储备

此外，青训学院选材要符合俱乐部的足球哲学，

并制定明确的基本原则，人才选拔和招生方案将会与

青训学院的训练计划、教育方案、运动科学和医疗服

务方案以及比赛计划结合到一起，建立有效的球员跟

踪和成长系统，覆盖每个球员在学院和离开学院后的

长期发展过程。同时为了有效避免“掠夺者俱乐部”

导致中小型学院的人才流失，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设

置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例如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注

册体系，要求所有的球探必须持有资质并注册登记才

能具有观看比赛、考察青年学员的权利。创新性地提

出了学院招生的“时间/距离”准则，根据“时间/距离”

准则要求，允许一类，二类和三类学院在距离规定训

练场地 1 h内对基础阶段的球员进行招生，对青年发

展阶段球员的招生延长至 1.5 h，允许一类学院针对全

国青年发展期的球员进行招生。除此之外，所有学院

都有权在全国范围内为U17小组招生。

2.2.8 注重完善科学的保障体系和标准化发展

保障体系的完善是青少年足球培养的基础。人

员配备、设施建设、经费支持以及医疗服务是英格兰

足球青训学院保障体系的核心环节。充满活力、具有

出色的指导能力和更为专业化的人员配置是确保青

训学院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

要求每个学院都应建立人员配置模型，配置包括以学

院经理为核心的学院管理团队，以专兼职合理搭配的

教练员团队以及支持团队组成的复合型管理团队［13］。

倡导青训学院进行规范性标准设施建设，提供适合不

同年龄阶段的训练比赛设施，统筹训练设施与教育设

施建设，同时根据足球学院指示性成本模型［14］，各类

足球学院的经费使用范围明确为：四类学院 28.5万英

镑/年；三类学院 31.5万～54万英镑/年；二类学院 100
万～180万英镑/年；一类学院 230万～490万英镑/年，

确保财务持续性的健康运转。此外，足球学院统一运

动员评测标准，组建国家体育发展数据库，建立并实

施运动员伤病和康复的国家审计机制，大力倡导和推

广青训学院建立完善的运动科学和医疗服务保障

体系。

2.2.9 基于绩效产出评估的现代评价策略

为了有效地对学院的现代化系统进行评估，英格

兰足球青训学院通过衡量学院能力计划实施的过程

以及生产力的绩效产出，同时运用比较分析和标杆管

理来保证俱乐部评估的相对发展。EPPP运用 10个关

键绩效指标的KPI审计工具（图 5），通过包括自我审

计、PGB审计和 ISO审计的三级审计过程，对教练接触

时间、球员成长的能力时钟、球员考核和执教质量等

过程进行评估，同时对于球员管理年表和生产力结果

进行绩效产出评估，确保所有青训学院能够独立、科

学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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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与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

模式的比较分析

以足球青训学院为代表的英格兰足球青训模式，

为英格兰足球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积

攒了诸多值得借鉴的先进理念和发展经验。校园足

球“满天星”训练营与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的发展模

式相比，具有较多的一致性：（1）功能定位一致。都是

以培养优秀的足球青少年人才为核心。（2）核心工作

一致。都是以青少年足球的教育、训练和竞赛为核

心。（3）影响因素一致。都需要学校、家庭、社区、体育

及教育部门的相互协调和共同扶持。（4）功能辐射一

致。都是足球融入社会生活，逐步改变生活方式的重

要载体。同时，二者也存在着差异性：（1）发展背景差

异。英国作为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已有超过百年发展

历史，职业联赛以及青训体系发展完善，足球青训扎

根于职业足球体系中。中国足球起步较晚，足球整体

发展水平不高，“满天星”训练营是校园足球拓展青训

功能的积极尝试。（2）价值理念差异。英国社会充分

肯定体育价值，认为体育是最好教育。11人制足球比

赛的诞生地，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提出：体育教育的

本质是人格教育。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智育为先，

体育所占比例较低，当然这一状况随着素质教育和全

面发展教育理念的实施正在逐步改善。（3）科学规划

差异。英国青少年足球培养得益于超过百年的经验

积淀，具有鲜明的发展理念和长期规划，不断提升青

少年足球发展的科学性和持续性。中国校园足球尚

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尚未构建较为完善的青训发展体

系。（4）社会文化差异。足球已融入英国大众的日常

生活，英国大众已将足球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中国，全民健身的社会文化氛围尚待完善，随

着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发展战略的实施，包括足球项

目在内的体育活动正在逐步融入大众生活中。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模式和我国校园足球“满天

星”模式既有相似性又存在一定差异。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树立创新发展理念，立足中国、借鉴国外，用

发展的理念有效解决创新发展中的问题。因此，在深

入分析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模式特征的同时，需要结

合我国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发展实际，辩证地

吸取和借鉴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模式的理念经验。

图4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人员配备模型

Fig.4 Staffing model of England Football Youth Academy
注：红色是学院高级管理人员；深蓝色是学院全职人员；浅蓝色是学院兼职人员

图5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KPI审计关键绩效指标

Fig.5 KPI audit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England Football Youth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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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对于我国校园足球“满天星”

训练营发展的启示

4.1“满天星”训练营要注重目标的精准定位与体系的

合理设置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以优秀青训人才为核心的

目标原则，注重培育“学院”和“球员”两大主体层面的

精英环境，倡导建立更加精细化的四级学院体系。当

前我国“满天星”训练营按照较为宽泛的基本要求进

行建设，没有详细的类别划分，目标定位的不精准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发展目标与发展轨迹的不匹配。

科学规划“满天星”训练营的发展目标和发展体系，明

确不同层次的目标定位与对应类别，注重发展目标与

规划体系的相互支撑是当前我国“满天星”训练营的

重要基础。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可以根据辐射

区域和目标定位设置为三个层次：C级训练营辐射学

区，注重在学区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提升；B级训练营辐

射县区，注重在学区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拔优秀的区域

青训人才；A级训练营辐射地市，注重培养专业的足球

竞技人才，三个层次形成了训练营目标明确、有效衔

接的发展体系。

4.2“满天星”训练营要应用先进理念创新青少年的培

养模式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不断创新发展模式，致力于

学员独立决策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养的提升，以学员

能力发展时钟的培养模式，组织实施符合俱乐部足球

哲学和学院能力计划的全程融入式教育。设置适应

不同阶段需求的针对性训练模式，按照不同发展阶段

合理分配采用非全日制、混合制及全日制训练模式，

有效提升核心训练时间。不断完善比赛体系，扩大区

域赛事，组建超级发展联赛，切中能力提升路径中每

个阶段球员的特点，为球员提供更为有效的比赛锻炼

机会。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要在立足国情和现

实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C级训练营以学

校教育为主，采用课后和周末的非全日制训练模式；B
级训练营以学校教育和教育辅导相结合，采用非全日

制和混合制训练模式；A级训练营以学校教育、教育辅

导和特定家教相结合，采用混合制及全日制训练模

式。各级训练营以学员独立决策能力的培养和综合

素养的提升为统一培养理念，创建训练营竞赛体系，

并融入全国教育体系和足球专业体系竞赛中，为训练

营学员能力的发展创造更多的锻炼平台。

4.3“满天星”训练营要做好区域均衡发展和综合保障

机制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建立“时间/距离”保护准则，

避免“掠夺者俱乐部”导致青训学院的人才流失，建立

“招生者”和“球探”知识体系和认证体系，建立规范有

序的天才球员识别体系，注重运动科学和医疗服务的

体系完善和标准化发展，建立运动员伤病和康复的国

家审计机制。组建复合型管理团队，规范性标准设

施，运用指示性成本模型确保财务的可持续性健康运

转，建立了完善的综合保障体系，为我国校园足球“满

天星”训练营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经验。当前我国

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共有 80个，要按照区域划分

和均衡发展的基本原则，适当控制发展体量，C级训练

营功能定位于学区，B级训练营功能定位于县区，A级

训练营功能定位于地市，为不同层次的训练营发展提

供充足的资源，避免不正当竞争。同时，教育、体育、

社会等多方共建，在运动员选材、数据库建设、规范化

管理和综合性保障等方面不断提升训练营的科学化

发展水平。

4.4“满天星”训练营要强化科学评价策略的全面介入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以KPI审计的 10个关键绩

效指标为核心，从发展战略、领导与管理、训练与竞

赛、教育与人才选拔等核心环节进行综合评价，建立

基于绩效产出评估的现代评价策略。同时组建国家

体育发展数据库和国家比赛分析数据库，注重青少年

足球人才培养大数据的积累和运用，从根本上改变了

以经济效益和人才输出为核心的传统足球学校的运

行模式。这也体现了欧美国家将足球培养机构作为

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与其他社会机构运行的普遍模式

相一致，共同融合一体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校园足

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建设发展，就是要把足球发展融

入当前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大力倡导由教育、体

育、社会等多方共同创建，将“满天星”训练营的建设

成效作为共同绩效。同时对于“满天星”训练营进行

多维度衡量，多主体参与的共同评价，不断完善科学

全面的评价策略。

5 结语

英格兰足球青训学院的发展规划是积极适应英

格兰足球发展形势，结合新时期英格兰足球发展需求

的具体产物，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借鉴性。进入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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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我国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建设需要在总结

前期发展经验和成效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外先进和

典型发展经验，开拓思维，扬长避短，积极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校园足球青训体系，为校园足球的新时代发

展树立科学导向，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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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Enlighten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Gypsophila””Football Training Camp

ZHAO Peng1，XIE Chaozhong 1，LIU Haiyuan2

（1.Football College，Wuhan Sports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2. Graduate School，Capit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

cation and Sports，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realistic challenges of“gypsophila”football train-

ing camp，it is belived that as a new th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mpus football，the training camp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model based on schools，government-led and pilot promotion. It also faced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lack of implementation

plans and long-term planning，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not yet established，the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model not yet high-

lighted，and the safeguard mechanism to be improved. The England Football Youth Academy aims to cultivate outstanding youth

training talents，focusing on shaping two main environments of colleges and players，establishing a four-level football training

system，having detailed setting in a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manner of talented player identification，full-course integration ed-

ucation，targeted training mode，competition system and perfect security system，which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

opment of“gypsophila”the campus football training camp in China.

Key words：：campus football；“Gypsophila”training camp；England football；football training；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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