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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队“独苗”想好了未来之路
虽然只是一家纯业余足球俱乐部，

但嘉定博击队早已成为中国足协杯的

常客。 从 2014 赛季开始， 这支球队便

从未缺席这项赛事的正赛， 还于 2016

年和 2017 年先后击败中甲球队浙江毅

腾和武汉卓尔 ， 两度杀入三十二强 。

于是， 当博击今年又一次出现在足协

杯赛场时， 很多人便下意识地将其视

为 “黑马” 的热门候选。 他们的表现

不负众望， 一路击败大连华亿和延边

北国之后， 博击昨晚再次出现在了足

协杯第三轮的赛场上， 出战刚刚从中

甲降入中乙的浙江毅腾。

其实， 出战足协杯正赛早已不再

是这家俱乐部的发展重心。 “我们接

下来的目标是冲击职业联赛， 参加中

乙。” 俱乐部总经理、 前申花球员王洪

亮表示， 再过两到三年， 俱乐部多年

潜心发展青训的努力就将收到成效 ，

“我们希望能够摸索一种职业足球低级

别俱乐部的生存方式， 也已经看到了

希望。”

王洪亮并非在夸海口， 他的底气

来自于 2019 年青超联赛 U13 年龄段

华东区预赛 。 这项本月 14 日刚刚结

束的赛事共有 15 支球队参加 ， 以博

击俱乐部 U13 精英梯队为班底的上海

徐行中学队 ， 一路击败上海上港 （2

比 0）、 浙江绿城 （1 比 0） 和绿地申

花 （4 比 0） 晋级决赛 ， 虽然在争冠

的较量中以 0 比 2 不敌江苏苏宁， 但

这一成绩对于一家业余俱乐部来说已

相当了不起。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批孩子身上。

俱乐部投资方之所以苦心经营这个平

台， 也是为了给这批孩子一个能够发

挥足球天赋的平台 。” 王洪亮告诉记

者， 此次参加 U13 青超联赛的梯队是

博击俱乐部致力青训之后培养的第一

支精英梯队。 本次青超结束后， 很多

队员引起了外界关注， 包括上海、 天

津等地的多家职业俱乐部都打来电话，

询问球员的情况， 以及未来合作的可

能性。 “说实话， 我们还不希望这么

早就把他们送出去， 毕竟这些孩子的

家在上海， 读书也在上海， 过早出去

可能会逼着孩子和家长过早做出重大

抉择。 等到了他们 16 岁时就不同了，

那时候很多事情都已经确定 ， 届时 ，

我们肯定要将最顶尖的球员送到中超

或中甲俱乐部这样的高水准平台， 其

余球员继续利用俱乐部的中乙平台锻

炼发展。”

通过出售优秀年轻球员回笼资金，

然后利用这些资金来反哺俱乐部青训

和职业联赛的发展， 这就是嘉定博击

为未来所做的规划。 据悉， 除了这支

U13 梯队外 ， 博击俱乐部还拥有 U8

到 U12 的五支精英梯队， 良性循环已

初现雏形。 此外， 为了能让孩子们获

得最好的训练环境， 俱乐部还为每支

球队聘请了西班牙教练团队， 其中青

训总监明戈尔·内贝斯·内厄姆和精英

A 队主帅卡泰罗·皮卡萨·伊本都是拥

有欧足联职业级 （P 级 ） 资质的资深

足球教练。

“我们认为中国孩子和全世界的

孩子都一样， 很多人都拥有足球天赋，

关键是在他们走上足球道路之后， 你

能提供怎样的训练环境。” 内厄姆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 经过初步观察 ，

他认为中国完全有潜力产出很多优秀

乃至顶尖的足球运动员， 但不能指望

一两年内就会发生质变， “我有一位

教练朋友在卡塔尔阿斯拜尔青训学院

工作了整整十年， 你们应该通过今年

亚洲杯看到了卡塔尔足球发生的变化，

我相信中国足球如果能够努力十年 ，

将会获得更了不起的成绩。”

上海现在已经有了两支中超和一

支中甲球队， 博击为未来所设定的规

划并非去和这些高级别球队竞争， 而

是为他们提供 “食粮”。 “我们俱乐部

现在每年投入 2000 万元左右， 目前来

看， 俱乐部投资人还承担得起。 但如

果只是投入， 时间一长难免有问题。”

王洪亮说， 想要沉下心来做足球的人，

必须要为自己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 ，

这样俱乐部的发展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也能更长久， “博击的未来就是成为

一家立足嘉定的低级别俱乐部 ， 通

过自我造血机制来为高级别俱乐部以

及自身培养人才，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

活法。”

足球青训生态系统亟待完善
上海足球夺得“希望杯”少年赛南区三项冠军，但好成绩之下也有隐忧

由中国足协主办的“希望杯”少年

足球赛（南区）日前落幕，来自上海青训

中心的三支球队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

卷———2007 年龄段的 U12 男足七战全

胜夺冠，2008 年龄段的 U11 男足六战

全胜夺冠，2009 年龄段的 U10 男足六

胜一负夺冠。

上海市足协技术委员会主任秦国

荣对小球员们这次的发挥颇为满意，他

表示，在大力开展足球青训之后，全国

各地都涌现出了很多能力突出的孩子，

水平比过去提高了不少，而上海这次能

包揽冠军靠的是一批业务能力强并且

十分敬业的教练团队。

教练团队高度决定球员高度

上海足球为这三支球队搭建的教

练团队的确堪称豪华：每支球队有球员

21 到 25 人，都配备五名教练外加三名

专家球探， 其中 U10 队主教练为朱宁

江，U11 队主教练是浦玮，而 U12 队主

帅是申花名宿刘军。 “这批孩子们的底

子都非常不错，从技术能力来看，他们

的水平和我小时候不相上下，但从比赛

感觉和意识来看，比我们当初还要好。”

老国脚刘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之

前中国是没有孩子踢足球，现在的情况

好了很多，几乎每支基层精英队都能挑

出好苗子，而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帮助

他们更好地成长。 ”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上海市足

协主席朱广沪和秦国荣想的办法就是

为他们配备高水平教练团队， 并且在

训练中狠抠细节。 按照上海青训中心

的训练安排， 球队每周五、 六、 日晚

会进行例行训练及比赛， 而其余几天

队员们会回归各区精英基地训练 。

“一周七天时间， 这些孩子有三天是在

我们手上， 而他们其余时间在练什么、

想什么 ， 甚至是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

我们的教练团队都要掌握情况。” 秦国

荣表示， 目前上海足协与各精英基地

之间已经建立起了顺畅的沟通机制 ，

“无论是教练， 还是刘庆泉、 顾兆年这

些专家球探， 他们对每位球员的情况

都了如指掌， 这样才能给基层教练下

达正确的指令， 让孩子们缺什么练什

么。”

上海足协对教练团队的管理要求

也非常高： 每天训练前开一个小时的

技术会议， 训练安排要细化到每一个

孩子身上； 训练结束后， 大家会再一

起坐下来研究训练是否达到了目标 ，

还有哪些环节能做得更好。 “今年年

初时上海经常下雪， 即便如此， 我们

的教练和老专家们也都是全勤参加。”

秦国荣说， “看老专家们顶着寒风在

球场上看训练、 做记录， 这本身就是

对所有人的一种激励。 也正是因为有

着如此敬业的团队， 才让我们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

青训教练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

“我们必须要看到， 这次上海足

球三支球队包揽冠军的背后， 存在着

一些偶然因素。” 朱广沪表示， 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 中国不缺有足球天赋的

苗子， 但在培养优秀青训教练方面需

要再加一把劲。

除了三支在武汉一战成名的球队，

上海市足协其实还有另一块 “宝贝”，

那就是由前国脚李晓执教的 2006 年龄

段 U13 男足。 两年前， 上海仅有两名

球员入选国少队， 而当 2006 年龄段国

少队今年组建时， 入选的上海球员已

达 13 人之多， 李晓也被抽调至这支国

少队担任助理教练。 上海足协能请来

像刘军和李晓这样有着辉煌从业经历

的职业级教练 （P 级） 带教孩子们很

不容易， 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 这种

模式未来也存在着不确定因素。

“这辈子足球给了我很多， 现在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回馈社会 。” 刘军

说， 多年的职业球员和教练生涯让自

己生活无忧， 来足协工作也不求经济

上的回报， “我在这里的收入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 只是希望能真正帮助到

一些有前途的孩子们。 这次打出好成

绩， 大家都很开心。 但我们必须看得

更长远一些， 短期内很多人都可以靠

热情做事情， 但长期呢？”

而秦国荣的话更是发人深思 ，

“说出来都有点不好意思， 四支青年队

的 12 位老专家， 上海足协只是每个月

发一些补贴。” 显然， 包括这些打造上

海市足球青训 “门面” 的教练、 专家

在内， 仅靠足球人不计回报的付出并

非长久之计， 如何从体制上完善足球

青训的生态， 让更多教练能没有后顾

之忧， 全身心投身青训， 已经成为一

个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日本足球青训已经建立起了良

好的生态系统， 希望上海乃至全国的

足球青训能够在 10 到 15 年之内建立

起一套同样的生态体系， 让更多优秀

的足球教练能够在这套系统中找到自

己的位置。” 刘军说， “只有让每一位

青训教练的付出和回报能达到基本平

衡， 中国足球的青训发展才能进入真

正的良性循环。”

上海代表队在这次 “希望杯” 上战绩不俗。 （上海足协供图）

■本报记者 陈海翔

“把亚洲霸主地位夺回来”

中国田径队高调出征卡塔尔亚锦赛———

为期四天的亚洲田径锦标赛即将于

本周日在卡塔尔多哈开赛， 在昨天举行

的中国田径队出征仪式上， 田径运动管

理中心主任于洪臣定下基调———“要把

失去的亚洲霸主地位夺回来！”

两年前在印度举行的田径亚锦赛

中 ， 中国队的金牌数比东道主少了四

块。 而去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 在亚洲

田径归化运动员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

下， 中国队逆势复苏， 与拥有多名 “雇

佣军” 的巴林同获 12 金， 并凭借着奖

牌数量的优势占据奖牌榜首位。 不过，

在于洪臣看来， 这还远远不够， “霸主

只有一个， 霸主要俯瞰对手， 而不是和

他们平视。”

对于重返亚洲之巅， 于洪臣提出了

一系列具体目标： 确保金牌数在 10 枚

以上， 其中中长跑至少一金， 投掷项目

保底四金， 跳跃项目不低于三金， 短跨

项目要四金以上。 “优势项目不仅要确

保金牌， 还要保证成绩等指标的高含金

量； 具有潜力的项目要全力以赴争金；

相对落后的项目要努力实现新突破， 争

取世锦赛、 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大赛

前立下如此具体的目标， 这样的做法在

国内体育界并不常见， 由此可见中国田

径此番必胜的决心与信心。

然而， 最受瞩目的短跑项目传来了

不利消息———作为中国田径领军人物，

苏炳添在两周前的一次力量训练中腰肌

受到轻微撞击。 尽管目前伤势已痊愈，

但考虑到此后的一系列参赛任务， 苏炳

添还是选择退出了本届亚锦赛 。 下月

12 日， 苏炳添将在世界田径接力赛上

复出， 届时中国队若能在其带领下跻身

前八， 将直接获得今夏多哈田径世锦赛

的参赛资格。 随着苏炳添的退出， 中国

短跑的压力一下子就压在了谢震业的肩

头。 受困于伤病， 此前他已有很长一段

时间未亮相大型赛事。 上月末在佛罗里

达举行的一场田径公开赛上， 谢震业以

一座冠军奖杯宣告归来， 但 10 秒 14 的

百米成绩在世界范围内不具备竞争力，

他本人对此也并不满意。 对于即将到来

的多哈之旅， 除了力争在百米的个人与

接力项目创造佳绩， 谢震业也希望能在

原本的主项 200 米上有所突破， “我一

直都想成为第一个在这个项目突破 20

秒的黄种人， 这一次当然也会尝试。”

相较于竞争激烈甚至有些残酷的短

跑领域， 中国田径在女子投掷项目上的

优势要明显得多。 两年前在伦敦收获世

锦赛首金的巩立姣依然是铅球项目的夺

冠大热， 除了延续在亚洲范围内的绝对

统治， 她还提出了一个小目标， “要让

成绩提高到 19 米 30 以上。” 标枪名将

吕会会近来状态不俗， 上周的全国田径

大奖赛黄石站中， 她以 67 米 69 打破亚

洲纪录 ， 这不仅是其第六度刷新该纪

录， 也创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

■本报记者 谢笑添

大乐透开出今年首个亿元头奖
单期筹集体彩公益金 1 亿元

本报讯 （记者谷苗 ） 在新规实施

23 期后， 体彩大乐透诞生今年首个亿

元头奖 。 4 月 13 日 ， 大乐透第 19041

期全国开出一等奖 33 注， 一位来自山

东省泰安市的购彩者中得其中 30 注 ，

中奖金额达 3 亿余元。 这也是体彩大乐

透历史上第 12 个奖金过亿的头奖。

数据显示 ， 当期 33 注一等奖 （1

注追加） 分落山东、 广东和重庆， 山东

省收获其中 31 注。 山东省泰安市一家

投注站点独揽 30 注一等奖， 该中奖票

为一张单式票， 进行了 30 倍投注， 投

注金额共计 300 元， 累计中奖金额 3 亿

余元。

大奖“井喷”的同时，当期大乐透共

筹集公益金 1 亿元，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上市 12 年来， 大乐透不断推陈出新，通

过调整规则、举办活动等形式，给予购彩

者更多回馈， 同时持续推进大乐透健康

和谐发展，践行国家公益彩票理念。

在 2007 年上市之初， 体彩大乐透

的公益金比例为 35% ， 2016 年增至

36%。 如今， 购彩者每购买 1 注 2 元基

本投注的大乐透彩票， 就可为公益事业

贡献 0.72 元公益金 ； 每购买 1 注 3 元

追加投注的大乐透彩票 ， 可贡献 1.08

元公益金。 自上市至第 19018 期， 大乐

透筹集公益金金额超过 780 亿元， 这些

公益金和其他体彩游戏公益金一起组成

了数额庞大的体彩公益金， 广泛应用于

社保、 扶贫、 医疗、 体育、 助学等公益

事业。

叶氏杯桥牌大师赛落幕

本报讯 2019 年叶氏杯桥牌大师赛

日前在上海落幕。 在最重量级的公开团

体赛决赛中 ， 中国队逆转击败意大利

队， 时隔四年再获叶氏杯冠军。

叶氏杯桥牌赛是一项享誉世界牌

坛、 高水平、 高标准、 高奖金的传统顶

级赛事， 由著名企业家叶澄先生冠名出

资， 得到全球桥牌专业人士与爱好者的

普遍关注。 自 2003 年起赛事已举办了

13 届， 为世界各地最优秀的桥牌高手

搭建了友谊桥梁 。 本次比赛的闭幕式

上， 叶宗先生代表父亲致辞， 并表示叶

氏杯将重新调整为每两年一次， 下次举

办的年份定为 2021 年。

本届叶氏杯共有 28 支世界顶级队

伍、 约 150 位桥牌精英参赛。 在其余项

目中， 美国队、 日本队和中国队获得瑞

士团体赛前三名； 来自挪威、 中国和英

格兰的三对组合分获友谊双人赛前三

名； 俄罗斯、 澳大利亚和印度组合分获

公开双人赛前三名。 （陈海翔）

“MAGIC 3”篮球赛报名启动

本报讯 三对三篮球将在明年的东

京奥运会上成为正式项目， 而篮球氛围

浓郁的申城也即将迎来一项新赛事。 上

周， 上海市体育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联合主办的首届 “MAGIC 3” 上海市

青少年三对三超级篮球赛开启报名， 赛

事将于 5 月 3 日正式拉开帷幕， 由上海

篮球名宿刘炜担任公益形象代言人。

本项赛事分男、女两大组别，在上海

学习和生活的所有适龄青少年（16 至 18

周岁）均可通过学校、社会俱乐部和自由

组队三种途径报名参赛， 预计将吸引全

市 16 个区的 2500 余支队伍 、10000 余

名球员参赛。 赛事共分为分区赛、 大区

赛、 总决赛和国际邀请赛四个阶段。 其

中，总决赛将于 7 月 27 日在东方体育中

心上演。经过三阶段对决，从男子组脱颖

而出的四支优胜队伍将参加由 NBA、

CBA 明星领衔的精英训练营，并与四支

国外友好城市队伍进行国际邀请赛。

（谢笑添）

足球青超联赛新赛季开幕

本报讯 2019 年全国青少年足球超

级联赛上周末在申花康桥训练基地举行

了开幕式。在当日的揭幕战上，申花 U17

队以 2 比 1 赢下江苏苏宁 U17 队。

自 2017 年问世后，青超联赛不断完

善， 参赛队数量快速增加，2017 年的参

赛队为 87 支，去年增至 259 支，今年的

报名队伍则达到 402 支。 中国足协副主

席李毓毅认为，该赛事正在朝着健康、良

性的方向发展。

本届青超联赛总比赛场次预计将达

到 3000 场，同时，U13、U14、U15、U17 四

个组别将首次采用升降级制度。 去年开

始执行升降级制度的 U19 组别将继续

分设 A、B 两组，其中 U19A 组将继续采

取主客场双循环的联赛赛制， 而 U19B

组将先进行南北大区赛， 再进行升组决

赛。 在李毓毅看来，这些赛制革新能给予

青少年更多锻炼机会，“青超联赛的发展

预示着中国青训体系与中国足球的发展，

我对青超联赛非常有信心。 ” （占悦）

嘉定博击渴望更上一层楼
1比0力克浙江毅腾，三度晋级足协杯三十二强

嘉定体育中心足球场昨晚再次见

证了以弱胜强的经典之战。 在中国足

协杯第三轮对阵中乙球队浙江毅腾的

比赛进行至第 84 分钟， 嘉定博击队 9

号孙越在大禁区线边缘用一脚射门敲

开对手大门， 1 比 0 也成了本场比赛

的最终比分。 在本轮中， 有九支中甲

队和六支中乙队胜出晋级， 而嘉定博

击队成了唯一留在足协杯中的业余球

队， 这是他们继 2016 年、 2017 年后，

第三次跻身足协杯三十二强。

“今天我们赢就赢在全队的团结

以及战术统一 。 至于我的那个进球 ，

也是大家齐心协力拼回来的成果。” 比

赛结束后， 平时担任俱乐部青训教练

的取胜功臣孙越表示， 其实在那次射

门时 ， 自己的体能几乎已经耗尽 ，

“当时真的没什么力气了， 但我对自己

的射门比较有信心， 所以当机会出来

之后就想着打一脚 ， 没想到真进了 。

这场比赛大家都很拼， 从整体实力来

看对方更强一些， 但今天占据场上主

动的却是我们 。” 正如孙越所说 ， 本

场比赛开始后没多久， 嘉定博击队就

控制了场面 ， 如果运气再好一些的

话， 或许球队在上半时就能获得领先

优势。

本赛季足协杯每轮比赛前才会进

行对阵抽签， 第四轮将会有 16 支中超

球队集体加入角逐， 博击队很有可能

再次在足协杯赛中遭遇强大的中超对

手。 而在 2016 年和 2017 年的那两次

“黑马 ” 之行中 ， 博击队在 1/16 决赛

中先后不敌河北华夏幸福与天津泰达，

不过输球的比分都不悬殊。 那么今年

又会上演什么剧本？ 俱乐部总经理王

洪亮充满信心地表示， “我们没什么

好怕的， 而且我们也有信心和对手掰

掰手腕。 如果我们抽到的对手是中超

保级球队， 情况就会比较微妙， 我们

依然有可能上演黑马奇迹。” 王洪亮表

示 ， 球队接下来将积极备战足协杯 ，

“我们队今年的实力与过去相比有所提

升， 除了原有班底， 还引入了一些从

职业联赛分流出来的球员， 希望下一

轮能再给球迷们带来惊喜。”

嘉定博击主场击败中乙球队浙江毅腾， 第三次跻身足协杯三十二强。 张玮摄

完美复出，纳达尔仍担心伤病

因伤远离赛场约一个月的纳达尔，

昨天在蒙特卡洛大师赛迎来完美的复出

战———身为赛会 2 号种子 ， 他用时 76

分钟， 以两个 6 比 1 轻松击败西班牙同

胞阿古特晋级第三轮， 正式宣告了 “红

土之王” 的回归。

“过去的一年半中， 我经历了一些

问题， 但只要有机会回归， 我便会立刻

站上赛场。” 上赛季， 纳达尔在红土赛

季共参加了五项单打赛事， 除了在马德

里公开赛 1/4 决赛中不敌蒂姆外， 其余

均夺魁。 这也意味着纳达尔今年在红土

赛季有大量积分要保。 西班牙人坦言，

今年保分会面临许多困难。

对于已经 32 岁的纳达尔来说， 伤

病是最大烦恼。 西班牙人本赛季仅参加

了三项赛事， 在上个月的印第安维尔斯

站， 他因膝盖伤势退出半决赛争夺。 经

过了两周的休整后， 他重回训练场， 为

红土赛季蓄力。 蒙特卡洛大师赛的赛前

新闻发布会上， 纳达尔透露自己的膝盖

目前恢复情况较好， 但并不确定自己能

够走多远。“我的职业生涯有太多因伤中

断的比赛， 好像几乎无法连续打完三个

星期，总会经历起起伏伏。现在我需要把

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网球上， 希望这次能

够让我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比赛节奏。”

纳达尔始终是红土赛场的大热门。

就连近来状态正佳的德约科维奇也坦

言： “如果纳达尔身体健康， 那么红土

赛场无人能够与其抗衡。” 西班牙人在

红土赛场上斩获了 57 个冠军头衔， 曾

11 次加冕蒙特卡洛大师赛 ， 他也是唯

一一位在同一赛季完成 “红土大满贯”

的网球选手， 即登顶法网与蒙特卡洛、

罗马、 马德里三站大师赛。

■本报见习记者 占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