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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俊麟
出生年月：1994年1月
出生地：四川乐山

所属俱乐部：贵州智诚
所踢位置：前卫

法国，世界足球的传统强国，其
青少年足球的培训体系，更是赫赫有
名。早在2002年，成都市足协就与法
国的梅斯足球俱乐部进行合作，采用

“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成立足球
培训中心，引进法国青少年足球培训
体系，并聘请法国青少年足球培训教
练，为成都实施国际化的青少年足球
培训计划。

此外，成都市足协与法国梅斯足
球俱乐部签订了青少年运动员培训
协议，定期派球队与教练赴梅斯进行
训练、比赛和培训。据成都市足协统
计，从2002年至2017年1月，共有199
人次赴法国梅斯足球俱乐部进行培
训，先后有33名队员进入各级别国家
队，48名队员进入各级别职业队，另
有55名高水平运动员进入国内各高
等院校。

得益于此，成都市足协培养的队
伍，在代表成都市参加的2011年第七
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上，夺得男子足球
甲组第三名、男子足球乙组第五名的
历史最好成绩；在代表四川省参加的
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上，获得
男子足球乙组第八名；在参加的2015
年第一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荣获男
子足球乙组第三名，女子足球乙组第
四名的好成绩。

“青训针对的是小孩，有了竞技
上的成绩，更要抓好基础文化教育。”
成都市足协副主席刘刚说，2005年8
月，成都市足协与棠湖外国语学校签

订协议，共同创办男子足球班、组建
男子足球队，“结合棠外在文化学习、
品德教育、管理等方面的力量，以及
足协在专业、特长培养方面的优势，
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水平、高
素质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以首届
高中足球班毕业的31人为例，刘刚介
绍，其中14人选择走职业道路，其余
17人选择升入大学，有10人考上一
本，5人考上二本，后来还有2人考上
研究生。

棠湖外国语学校足球班老师樊
渝分析，能够有这么多人考上本科类
大学，与学校的课程安排和师资配备
密不可分，“除了午饭前训练一个半
小时外，其余都和普通学生一样上课
和晚自习。此外，给他们上课的老师，
都是各学科的精英。”据了解，这些老
师不但会根据足球班上的情况，另行
备课制定教学情况，还会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跟随外出比赛的足球班，
利用比赛晚上的时间进行补课。

有了良好的青训体系，成都市
足协顺理成章，为中国最高水平的
足球联赛输送了不少人才。现效力
北京国安队的张池明、上海申花队
的李建滨、重庆力帆队的彭欣力、河
南建业队的冯卓毅、广州富力队的
弋腾等人，都是出自成都市足协的
青训体系。其中，张修维、向柏旭和
闵俊麟，因为是U23球员，所以颇受
关注，巧合的是，这3人都师从兰廷
刚教练。

相比张修维和向柏旭较为顺利的青
训经历，闵俊麟就显得坎坷许多。2008年，
他随队在广西梧州冬训，一次意外的身体
对抗，差点断送了职业生涯。

“我记得是右脚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还波及到踝关节。”刘刚得到消息后，迅速
与前方的团队取得联系，“我们觉得这么
重的伤，需要更专业的治疗，就让他们在
那边进行了简单的固定，坐飞机回来，在
四川省骨科医院进行医治。当时，连医生
都不确定，他是否能继续踢球。”

那段时间，闵俊麟也十分彷徨。“他经
常问我们，还能不能踢球，我们只能安慰
他，不要急，慢慢恢复”，刘刚和队内的教
练沟通后，考虑到闵俊麟恢复期至少在一
年左右，就让他“留级”一年，来到了兰廷
刚的队上。“2005年选人的时候，我就看好
闵俊麟”，兰廷刚介绍，为了照顾这个“伤
号”，他们制定了单独的训练康复计划，

“等他恢复到差不多时，但凡有比赛，我就
让他上个10多分钟。”

起初，兰廷刚只是想用这个办法，加
快闵俊麟恢复的速度，同时带动全队良性
竞争。哪知道，经历断腿的闵俊麟，虽然耽
误了一年时间，但脑袋就像突然开了窍。

“本来球感就好，以前还有点喜欢蛮干，断
腿后更懂得团队配合，球感更好了”，一次
与青岛青少年队的比赛，闵俊麟终场前迎
着对方后卫解围出来的皮球，凌空抽射，
踢出了一脚类似齐达内“天外飞仙”般的
进球，帮助球队4：0锁定胜局。那道美妙的
弧线，使兰廷刚对这场比赛印象深刻。

断腿的伤痛，让闵俊麟更加珍惜在球
场上的机会，但也导致他有时会控制不住
情绪，“特别是遭遇不利的判罚，他会和裁
判、对方球员较劲。”令兰廷刚不解的是，
生活中的闵俊麟，却是个很大度的孩子，

“因为长得有点丑，队友们经常开他的玩
笑，还给他取了个‘丑鬼’的外号，但闵俊
麟从来都不生气。”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兰
廷刚，经常找闵俊麟聊天，并让他学习控
制情绪，掌握心理疏导的办法。

在3人中，闵俊麟是最早出现在中超
赛场的。他2014年就进入广州富力一线
队，2015年亚冠资格赛完成了职业首秀。
新赛季，闵俊麟转会黎兵执教的贵州恒丰
智诚俱乐部，并迅速占据主力位置，连续
两轮中超打满全场——放眼全中超，有此
待遇的U23球员，仅有3人。

刘刚自豪地说刘刚自豪地说：“：“在足球顶尖人才方面在足球顶尖人才方面，，闵俊麟闵俊麟、、向柏旭和张修维向柏旭和张修维，，只是成都市足协青训成果的缩影只是成都市足协青训成果的缩影，，还有很多球员在中甲还有很多球员在中甲、、中乙球队效力中乙球队效力。。接下来接下来，，我们我们
将继续有条不紊地开展青训工作将继续有条不紊地开展青训工作。。例如例如，，去年我们通过广泛地考察和选拔去年我们通过广泛地考察和选拔，，最终在路易斯最终在路易斯··菲戈地引荐下菲戈地引荐下，，与前葡萄牙里斯本竞技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及与前葡萄牙里斯本竞技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及
教练团队签约教练团队签约，，将成都足球的青训工作进一步提档升级将成都足球的青训工作进一步提档升级。”。”

除了职业球员的培养外除了职业球员的培养外，，成都市足协也在大力培养足球相关人才成都市足协也在大力培养足球相关人才。。刘刚说刘刚说：“：“我们加强文化教育我们加强文化教育，，就是希望这些青少年球员就是希望这些青少年球员，，将来还能够胜任足球管理将来还能够胜任足球管理、、
教练和裁判等工作教练和裁判等工作。。只有专业人才多了只有专业人才多了，，成都的整体足球水平才会提升成都的整体足球水平才会提升。”。”

成都足球

星工厂

U23新政，即首发阵容中必须有一名23岁以下球员，无疑是新赛季中超联
赛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在已经进行的两轮中超联赛中，很多球队动辄不到20分
钟就将U23球员换下，引起了很大争议。

作为成都市足球协会培养出的U23球员，闵俊麟连续两轮代表贵州智诚队
打满全场，向柏旭连续两轮代表广州富力队替补登场，张修维也在球星云集的
天津权健队连续两轮进入大名单。他们的表现，就像是一份成绩单，体现着成
都市足协15年来，在青训上的探索与努力。

3名在中超初试莺啼的
小将中，年龄最小的张修维
是成都本地人，小名“壮壮”，
但实际身材却名不副实。“他
进队时，就比同龄娃娃矮半
个头”，这是刘刚、兰廷刚和
樊渝3人谈起张修维时，异口
同声说的第一句话。

据兰廷刚猜测，小名叫
“壮壮”，可能是因为张修维
的父母希望他能够强壮起
来。就是因为太瘦，张修维的
父母还曾找兰廷刚和队上的
队医，询问是否需要给张修
维吃点促进生长的药。这个
建议遭到了兰廷刚和队医的
否决，“我们只让他们买了点
蛋白粉之类的营养补品，没
吃别的药物。”

足球作为高强度对抗性
的运动，身体素质必不可少，
为什么兰廷刚会选择比同龄
人瘦小的张修维呢？“在选拔
时，他脚下技术好，灵活，速
度快。还有，他性格活泼，才
小学五年级，见到陌生人都
不怕生，敢主动打招呼。”兰
廷刚解释，这种不怕事的个
性，有助于球员的发挥，“他
虽然瘦小，但敢于护球、带
球，不怕身体对抗。”

在保持张修维脚下技术
优势的同时，兰廷刚开始对
其进行针对性的战术改造。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队员
的一日三餐，都有营养师进
行调配，所以，营养不是大问
题”，兰廷刚让张修维无论在
学校还是在家，都要保证每
天8小时的睡眠时间，并加强
有氧耐力锻炼。“通过不断的
有氧耐力训练，让张修维的
体力变得更好”，兰廷刚回
忆，每次队内进行3000米体
能训练，张修维和向柏旭都
能排在一、二名，超过很多队
友一圈多。

“出色的体能，加上灵活
的身体，作为后腰，他能缠住
对手，并通过良好的意识，提
前卡位防守”，兰廷刚根据张
修维的身体条件，为其设计
了一套专属的踢球风格，并
通过比赛和训练，让张修维
不断学习不同的防守要领，
以及由守转攻时的选择。

作为前U16国少队队
长、95国青队中场核心，张修
维2014年进入了法甲豪门里
昂的预备队，成为中国第一
名正式签约欧洲一线俱乐部
的年轻球员。上赛季，张修维
加盟天津权健队，在中甲最
后几轮中连续破门，成为球
队冲超成功的重要棋子。

新赛季中超前两轮，尽
管张修维还没有获得出场机
会，但兰廷刚显得并不担心，

“他特别能缠，在消耗战中是
把好手，都进入大名单了，上
场应该是早晚的事。”

比张修维晚一年进队的向柏旭人高
马大，五年级时身高就达到1.65米。被队
友们称为“大象”的向柏旭，除了身高最高
以外，其“大象”级的食量也是原因之一。

2010年，刘刚和兰廷刚带队去法国梅
斯足球俱乐部交流学习，因为是下午1点
的飞机，上午11点，队上就安排了午饭，

“毫不意外，向柏旭又吃了别人三四倍那
么多。”但兰廷刚没想到的是，在机场候机
时，向柏旭就饿了！“没办法，喊他去买东
西吃”，15岁的向柏旭选了个直径约30厘
米的披萨，不到5分钟就解决干净。“然后
在飞机上，他还吃了免费发放的餐点
……”回想起这段往事，兰廷刚开玩笑说，

“还好他家不穷，不然养都养不起哦。”
虽然向柏旭特别能吃，但整个人不

胖，协调性好，“选择这类高壮型球员，我
们对其脚下技术的要求，会适当放宽条
件。”兰廷刚总结，类似向柏旭这样的球
员，在没接受专业训练前，主要问题是关
节力量差导致的重心高，“如果不锻炼关
节力量，蹲下来时腿要‘打闪闪’。加之，重
量越大，惯性越大，急停转向时需要更大
的力量带动身体。”所以，兰廷刚会给向柏
旭这类球员“开小灶”，要求他们在回宿舍
看书时，做静蹲和起踵等徒手训练。

当向柏旭身体发育成熟后，兰廷刚专
门从网上买来弹力绳、平衡球等，对向柏
旭的膝关节和踝关节力量，进行升级训
练。得益于兰廷刚的针对性训练，虽然向
柏旭的速度改善不大，但护球和对抗能力
不错，“在队内，我让他打前锋，配一个速
度快的，发挥他做球和护球的优势。”

凭借出色的身体素质，向柏旭多次入
选国青队。2013年亚青赛预选赛，中国队3
比1战胜马来西亚队，他打进两球；1比1战
平日本队，他助攻队友将比分扳平。2014
年，作为成都市足协选拔的球员，向柏旭
与法甲圣埃蒂安俱乐部签约。2015年，他
早于张修维一步加盟天津权健队，上赛季
在主教练卡纳瓦罗的改造下，经常客串中
后卫出场。

新赛季，向柏旭转会广州富力队，并
成为常规的轮换球员，已经两次作为替补
前锋出场。“虽然每场比赛都是最后时间
上场，但只要进入队内轮换阵容，就有机
会取得进球”，兰廷刚教练期待这一天早
一点到来。

向柏旭向柏旭
大象的体型大象的胃

“开小灶”加强力量降重心

闵俊麟闵俊麟
出场时间最长的U23
却差点因断腿告别足球

李培洋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张修维张修维
名不副实的“壮壮”
教练当年否决
吃促生长药物 中超U23新政，曝光成都市足协造“星”成绩单

体教结合
与学校合作办班

199人次远赴法国训练

张修维
出生年月：1996年3月
出生地：四川成都

所属俱乐部：天津权健
所踢位置：后腰

向柏旭
出生年月：1995年8月

出生地：重庆
所属俱乐部：广州富力

所踢位置：前锋

张池明
现效力北京国

安俱乐部，曾入选国
家集训队

李建滨
现效力上海申花

俱乐部，曾入选国奥
队、国家集训队

冯卓毅
现效力河南建业

俱乐部，曾入选国奥队

张一诺
现效力上海申鑫

俱乐部，曾入选国奥队

刘超阳
入选2011年U14

国少队

……

彭欣力
现效力重庆力帆

俱乐部，曾入选国奥
队、国家集训队

弋腾
现效力广州富力

俱乐部，2010年曾与
法国梅斯俱乐部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