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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来，我国教育部和体育总局一起成立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小组办公室，并且颁

布了有关文件，校园足球运动拉开了序幕。后来，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教育部等部门重新整改了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工作小组，对校园足球的领导和管理更上了一层楼。从此校园足球工作也从国家体育局的手上

转移到教育部，校园足球也就成为国家关注的一项活动。武汉市校园足球的发展也跟着政策大形势下如火

如荼的进行着，本文主要以武汉市校园足球推进的情况为研究的对象，通过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访

谈法等方法，对影响武汉市校园足球推进情况的执行者因素、执行机构因素和执行制度因素三个主要因素

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有效推进策略，希望为武汉市乃至全国校园足球推进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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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ffective Promotion Strategy of Campus Football 

----Take the Wuhan City, a pilot city for football reform,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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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of China 
have jointly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Youth Campus Football Working Group Office, and issued relevant documents, 
which have kicked off the campus football sport. Later,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other departments reorganized the National Youth Campus Football Working Group, and took the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of campus football to a higher level. Since then, campus football work has also been 
transferred from the National Sports Bureau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ampus football has become an 
activity of national concern. The development of campus football in Wuhan is also in full swing under the general 
policy situ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takes the situation of the promotion of campus football in Wuh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literature data method, data collection method,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interview 
method, et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re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romotion of campus football in Wuhan, such 
as the executor factor, execution agency factor and execution system factor,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promotion 
strategies, hoping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campus football in Wuhan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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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09 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

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标志着

校园足球活动正式启动[1]。2012 年武汉市成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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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五个足球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并随着国务院将

发展中国足球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武汉市的

校园足球也在开展足球运动的大形势下不断红火与

大力开展。武汉市作为足球改革和发展试点城市之

一，武汉市政府与教育部门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了

大力支持，武汉市建立了“校-区-市”三级青少年训

练和选拔体系作为市校园足球推进体系，经过几年

的探索与发展慢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中“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每年逐步增长至今有 150
多所学校，极大的推进与加速了武汉市开展校园足

球的推进实施进度。三级“青少年训练”体系基本

运行模式为，各个中小学校园足球布点学校，同时

也包含非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将日常训练发现的优秀

苗子送往区内足球青训中心进行培训，再经过青训

中心筛选向上级体育部门青训中心推荐优秀苗子。

通过不断的筛选与选拔不仅可以较早从基层发现优

秀苗子，而且能不断扩大和提升青少年足球训练整

体规模与水平。尽管校园足球在武汉市开展和推广

情况总体表现较好，但是还存在一些制约校园足球

推进的现实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武汉市中小学校

园足球推进情况进行探讨并提出行之有效的策略，

希望为武汉市乃至全国校园足球的发展推进和足球

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武汉市校园足球推进情况 
2.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网络、图书馆查询校园足球推进策略的有

关文章与文献，有重点地采集文献中与自己研究课

题相关的部分，并将这些资料整理与分析。 
2）实地调查法 
通过实地调查武汉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青训

中心、市足协等青训机构与足球训练情况，了解校

园足球政策与发展情况。 
3）访谈法 
通过访问青训机构负责人、学校体育教师与相

关领导、足协与体卫艺足球相关负责人了解校园足

球的发展情况以及他们对于部分政策的解读与发展

情况。 
3 分析与讨论 

研究根据政策执行模式、教育政策执行理论、

武汉市校园足球推进体系和开展足球活动的要素和

客观规律，经过分析与筛选本文将采用推进过程中

的执行者、执行机构、执行制度三个主要因素进行

分析。 
3.1 校园足球推进体系中“执行者”因素分析 
1）校园足球推进体系中执“人”的构成分析 
“在任何复杂程度和组织水平的社会系统中，

人都是主要的要素，并且永远作为社会的组织起来

的，自觉的，给自己提出一定目的并努力将其实现

的存在物而出现”。根据政策执行相关的理论本文

将武汉市校园足球推进过程中执行者主要分为三类

“人”：推进校园足球的行政人，其中主要包含市

政府、体育局、教育局行政人员、实施人其中主要

包含校长、主任、足球教师、社会专职足球青训教

练等和对象人，主要是学生。 
国家的各种政策方针的实施都离不开个体“人”

的参与，作为社会性生物的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

本要素，校园足球的开展与推进同样离不开个体

“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国校园足球政策执行

推进主要由执行者包含国家层面至各省、市、县四

级的教育、体育机构及相关机构中的各级行政人员

自上而下的进行传达，然后最终校园足球活动的开

展执行需要依靠基层人员体育教师、校园足球指导

员、在校足球专项实习的学生来完成。武汉市校园

足球推进教练员方面除了实施者，主要以在校教师

为主，也积极引进专职教练员、退役运动员、聘请

专业教练等来共同推进武汉市校园足球的发展与推

进。 
2）个人素质对武汉市校园足球推进的影响分析 
①执行者对校园足球政策的理解能力对校园足

球推进的影响分析 
执行者对国家大力发展校园足球改革项目认知

水平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校园足球的有效推进。如不

合理将重大青少年比赛安排的时间节点与学生升学

考试相冲突，将会留给家长一个很难的抉择，是比

赛策划执行者未能考虑到青少年考试制度的规律才

会出现这种两难的困境。并不是所有的执行者都有

运动训练或者足球训练经历，所有要求执行者要根

据校园足球政策的内容、目的，领悟上级传达校园

足球的精神实质再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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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大力发展校园足球是实现体育强国的客观要

求，尤其是校园足球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行政人

员应无条件执行，但在校园足球的实践推广中，执

行者往往会把自己对校园足球政策的理解带到工作

中，由于每个人对政策解读的不同与差异从而影响

校园足球的推进效果。 
②执行者对校园足球项目的责任心对校园足球

推进的影响分析 
校园足球项目的改革与推进是将育人为本作为

校园足球活动的出发点，让越来越多的还在参与到

足球运动中来并培养他们的足球技能和锻炼意志品

质，使得中国足球迎来真正的强大，体育强国的目

标才更容易实现。执行者对校园足球推进事业的责

任心和责任意识是校园足球政策能否有效率执行与

推进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开展推进过程中肯定不是

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以

及多种不确定的外部因素，如训练的场地、资金、

风险、文化氛围、传统的观念等等，将会影响“人”

对政策的执行力与推动力。 
国家制定校园足球宏观政策，要求各省市地区

按照政策目标开展校园足球，但政策文件并不是强

制规定的固定发展模式，而是留有余地方便各地区

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发展符合本区域的校

园足球推进模式，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在推进

过程中对校园足球改革方案的理解和把握出现变异

的可能。各区域执行者发展负责区域校园足球的推

进的方案或体系的合法化与合理化也依赖于执行者

的事业心与责任心，合理的推行方案将为有效推进

校园足球奠定了基础，如武汉市根据自身特点大胆

创立区级青训中心，经过几年发展大大提升了武汉

市校园足球项目推进的整体水平。单一的上传下达

的传达政策方案并不能有效的执行，所以各个部门

行政人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也是影响校园足球有效推

进的因素。总之执行者是否负责、积极与消极面对

校园足球的改革项目，将是影响推进的重要因素。 
③执行者的利益取向对校园足球推进的影响分

析 
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

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是贯穿社会各个领域的最

普遍、最根本的问题之一，而政策执行的本质就是

相关政策主体之间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进行的一种

利益博弈过程”。国家政策执行的程度往往就是基

于主体之间利益权衡，可以理解为校园足球政策的

有效推进程度往往就是基于执行者之间的利益取

向。执行者权衡利益取向后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自

己不能从中获得利益或者有损自己的利益则会出现

消极、冷漠的态度，反之对自己益则会积极参与。

因此执行者利益取向问题将会直接影响校园足球推

进的动力。应试教育制度在我国已经根深蒂固。在

应试教育的一般环境中，教育部门的管理人员，校

长和家长的关键核心关切仍然是文化成就和大学入

学率；省，市和地区提供了更多的足球人才；校园

足球教师作为学校体育活动的主要执行者，其训练

程度将直接影响足球训练的发展，从而影响其发展

方向。学生安全和学校对培训成绩的拒绝；学生作

为实施对象，他们的主观意识更多地遵循学校和家

长的指导。因此，行政利益的平衡是影响足球改革

的重要因素。 
3.2 校园足球推进体系中执行“机构”因素分析 
1）校园足球推进“机构”的构成 
通过查阅文件与访谈相关人员得知武汉市校园

足球推进武汉市政府为最高管理机构，以教育局担

任校园足球主要负责，体育局提供足球专业方面的

支持，并共同建立“市-区-校”三级青少年足球训练

体系，大力发展校园足球。 
2）校园足球推进“机构”的关系分析 
武汉市政府作为武汉市校园足球推进的最高管

理机构，是武汉市校园足球推广项目的总规划者，

制定适应自身发展的政策方针。市教育局为武汉市

校园足球主管，市体育局负责提供专业的支持，体

教结合共同推进各区足球训练发展，以区训练中心

为连接负责校园足球布点学校的指导。教育部门都

主要职责是校园足球的推广普及并提供政策资金的

支持；体育部门主要职责足球后备人才的选拔与建

设并提供场地技术的支持；区青训主要进行各布点

学校优秀苗子的训练与选拔；校园足球布点学校作

为武汉市校园足球推广的最终对象主要职责让更多

的孩子参与的足球运动中来并选拔优秀苗子向上一

级输送。各机构能否主动积极参与校园足球的推进

以及各机构之间的协调是影响武汉市校园足球有效

推进的重要因素。 
3.3 校园足球推进体系中执行“制度”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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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就是一种规则或规则体系的说法更准确合

理，我们将制度界定为规范主体行为和调整主体间

关系的规则体系。不同的高管和执行机构对利益平

衡的取向不同。为了使他们向有益的校园足球发展，

他们需要系统来指导他们。因此，该系统是协调和

指导校园足球推广过程中高管与执行机构之间利益

冲突的重要渠道和手段。推广校园足球作为国家足

球改革政策的国家总体规划指南，还要求地方政府

机构制定适合其自身发展的相应系统。加强制度的

完善，可以有效地协调每个执行人和事业单位利益

的分配，从而引导其促进校园足球项目的良好发展。

作为限制和控制人们行为的系统，它不仅包括正式

系统，还包括非正式系统。前者主要指各种成文的

法律，法规，政策，法规，合同等。后者主要包括

价值伦理和风俗习惯。文化习惯，意识形态等。如

果在制度改进和创新过程中仅考虑正式制度而忽视

非正式制度，将影响校园足球项目的有效推进。 
目前武汉市根据国家关于推进校园足球的足球

改革的文件精神，为了发展振兴武汉足球，结合武

汉市自身情况制定了《武汉市全民健身条例》、《湖

北足球发展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政策制度，制

度的建立虽然对人或机构有一定的约束，但在实际

实施过程中又会出现影响执行制度的一些上述现实

问题。这还需要完善监管体系的制度，以推进和督

促制度的执行。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健全

的制度管理是校园足球能够有效推进的有力保障。 
4 建议 
4.1 关于“执行者”因素的推进策略 
1）提高行政人对改革方案的理解 
正确理解国家大力发展的校园足球改革计划是

执行人员有效推广该计划的必要先决条件。国家级

管理人员制定校园足球总体规划，进行宏观调控，

权威地控制各级管理人员的利益，监督省，市级管

理人员推广校园足球的成果。武汉市市级行政人在

不违背中央关于校园足球方案决策的前提下，结合

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点制定符合本省特点的校园足

球推进方案，同时不能与国家校园足球总方案相违

背，更不能曲解。因此，只有提高行政人理论水平

与实践经验来增加对校园足球改革方案的认知，才

能在实践中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有效的推进校园

足球的发展。 

2）转变实施人的思想观念 
观念决定人利益取向，利益取向决定人的行为。

校园足球是推进素质教育、引领学校体育改革创新

的重要突破口，校园足球与文化学习在本质上并不

冲突而是相互促进的，丰富的校园足球文化应该是

体教结合、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创新教育实践

形式的具体体现[2]。如果学校领导和家长的观念与

校园足球推广计划相一致，将为校园足球的推广提

供可靠的支柱，否则将难以促进校园足球的发展。

实施者在实施校园足球推广计划时需要权衡取舍。

他们将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并权衡自

己的优先事项和优先事项。另一方面，实施者将展

示促进校园足球的不同政策。反应的方向和强度将

影响校园足球的推广和普及。例如，尽管一些学校

进行足球活动，但他们错误地将校园足球放在了足

球队上，却忽略了整个足球队的足球教育。上级部

门要组织研究校园足球国家和地区的足球改革政

策，开展思想教育，提高对校园足球推广计划的认

同感和使命感，改变对校园足球的观念意识。由于

实施者的特殊地位还应培养并强化其责任感，责任

感是一种意识，其具有非常重要的道德约束，可以

促使实施者承担应有的责任并追求提高校园足球推

进的质量。 
4.2 关于“机构”因素的推进策略 
1）明确执行机构的主要责任 
武汉市校园足球的推进离不开市政府主导，教

育部门与体育部门的紧密配合与合作，不同部门都

有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

案》明确指出“教育部应当履行好校园足球主管责

任，体育总局应当加强对足球改革发展的政策研究

和宏观指导”[3]。因此，两个部门要明确各自的主

要职责，运用各自的专门技能，共同营造积极的足

球氛围，促进校园足球的发展。尽管武汉市体育教

育局已经建立了区级青年培训中心，但在两个部门

的联合实施和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权力

和责任的划分不是很清楚合理的领域，还是根据自

己的倾向。政府的职责被轻描淡写甚至被侵犯，导

致出现“高层有政策，底层有对策”的现象。因此，

除明确职责外，各机构还应提高推进足球改革的效

率，从而更有效地提高校园足球的推广进度。 
2）建立多层次与多形式的监督机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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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武汉市对校园足球开展的监管主要两种：

一种是上级对下级的直接监管，任务就是督促其是

否落实校园足球的政策方针并进行检查与指导；另

一种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查评估，此项目由武

汉体育学院足球教研室负责。第一种形式更多的是

听汇报与看成绩，单一的评估形式，再者监督主体

与对象都为同一行政体系，难免会出现内部监督的

弱监的现象，另一种更多的是对区级青训中心监督，

对与试点学校日常训练比赛很少关注，也可能出现

反馈结果的效力不足。因此要建立多层次和多形式

的监督体系来促进校园足球的推进。首先，各级行

政机构应当成为监管的主导力量，建立不仅有上级

机构的监督，也应受同级机构的监督的双重监督机

制；其次，强化第三方监管机构的力度，对于第三

方机构的检测与评估给予更多的重视，增加基层校

园足球日常开展与比赛的监督；第三，不能忽视社

会监督，作为一种非官方监督主要有群众、媒体、

社团等，增加广泛的社会监督力度能更好认清自身

发展状况并及时制定最适合的方案政策。 
4.3 关于“制度”因素的推进策略 
1）推进执行者责任追究与激励制度相结合 
执行者问责制的实施是为了限制他们的利益取

向。如果执行者违反了足球改革的总体计划，责任

将直接落在执行者的身上，从而增强他们的责任感

和危机意识，促进校园足球的发展。同时，建立激

励机制将有助于提高执行者的进取精神和内在活

力，从而确保执行者利益的合理公平分配。这两个

系统相互配合，灵活协作，实现了“显着的奖惩”，

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校园足球的推广。 
2）加强非正式制度的培育 
在当今的社会中，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人们更

加注重读文化成绩，轻视体育锻炼。人们认为，校

园足球的发展将影响儿童的文化学习，更难以理解

足球改革的目标与文化学习相同，并且相互促进。

加快校园足球社会环境建设刻不容缓。主要途径是：

通过媒体大力宣传校园足球活动，提高公众对校园

足球的认识，营造良好的社交氛围；增加优秀学校

的宣传，分享经验和模式，并发挥示范作用，促进

校园足球的发展；加强校园足球文化的建设和宣传，

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参与，并定期组织各种文化建

设，如足球文化节校园文化。教学界有句箴言:“三

流学校靠校长，二流学校靠制度，一流学校靠文化”。

可见，文化对于校园足球活动推进具有重要影响。

只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制度结合才能更有效推进校园

足球发展。 
5 结语 
国家大力推进校园足球项目发展的同时，武汉

抓住机遇发展足球试点城市，紧跟国家政策步伐，

积极投资校园足球，建立了自己的发展体系。尽管

开发模型和开发氛围非常好，但是在特定的实施过

程中，执行者，执行机构和执行制度仍存在一些问

题。这就需要不断改进和更详细的模型来促进校园

足球的发展。通过不断创新和发展，不断发现和解

决问题的循环模式，发展才能不断推动武汉校园足

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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