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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2020 中国金
球奖各奖项评选结果全部产
生，吴曦加冕 2020 中国金球
奖，郝伟获得中国金帅奖。

率领江苏队赢得 2020
赛季中超冠军的吴曦赢得了
114 位评委中 82 席第一顺
位选票，以 555 分的高分获
得中国金球奖。另外，广州
恒大队韦世豪以 297 分名列
第二，效力于西乙西班牙人
俱乐部的武磊以 266 分排名
第三位。

凭借带领山东鲁能泰山
夺取足协杯冠军的成绩，郝
伟战胜了天津泰达主教练王
宝山和长春亚泰主帅陈洋，
获得“中国金帅”的荣誉。三
人 的 得 分 依 次 为 376 分 、
358 分和 312 分。

2020 中国金童奖授予
年度表现最佳的 U21 球员，
山东鲁能泰山前锋郭田雨收
获该奖项。广州富力门将韩
佳奇和上海绿地申花边卫温
家宝分列第二、三位。

在中国女子金球奖的评
选中，去年年初在国家队比
赛中表现抢眼的唐佳丽战胜
吴海燕和马晓旭，首次获得
中国女子金球奖；效力于深
圳南岭铁狼俱乐部的中国室
内五人制足球国家队球员丁
顺杰夺得 2020 中国五人制
金 球 奖 ；山 东 鲁 能 泰 山 SC
夺取年度最佳足球电竞俱乐
部，该战队选手陈俊宇获得
年度最佳足球电竞先生的称
号。

为了纪念 2020 这特殊
的一年，中国金球奖组委会
颁发了两个组委会特别奖，
分别授予武汉中心医院足球
队和江苏赛区，向战斗在抗
疫一线、热爱足球的医护人
员以及为中国足球全面复赛
做出卓越贡献的团队致敬。

据了解，中国金球奖以
中国足球人为评选对象，考
量全年全系列赛事的综合表
现，评选由体坛传媒发起并
主办，腾讯互娱战略合作。
2020 中国金球奖的评委团
由 114 家权威国内体育媒体
代表及国际媒体记者和特邀
媒体人组成。

过去的 2020 年是艰难
的一年，对足球运动员而言，
也是十分辛苦的一年。从 7
月中超复赛到 12 月底足协
杯结束，江苏苏宁在两项赛
事中都闯入决赛，而且历史
性夺得了 2020 赛季中超冠
军。吴曦作为江苏苏宁队的
队长，在过去一个赛季中，发
挥稳定出色。

在 2020 中国金球奖评
选结果公布以后，“吴曦获金
球奖”这一消息页面下，网友
评论最多的是“实至名归”四
个字。

吴曦说，拿到中国金球
奖是对他多年来稳定表现的
肯定，非常感谢能够获得这
么多人的喜欢。

（综合新华社电）

2020 中国金球奖
揭晓

◎王雅静

再 一 次 见 到 纳 音 太 是 在 2020 年 9
月的蒙超联赛新闻发布会上。第一次
是在 2015 年内蒙古首届足球盛典现场，
当时的他代表所在的哈萨尔足球俱乐
部领取蒙乙联赛的奖项。2015 年，纳音
太和他的队友们以小组赛第一的成绩
打入当年的蒙乙联赛。当时，正是内蒙
古成为足球试点省区后打造联赛体系
的起步之时。

和刚刚起步的联赛一样，那时的纳
音太热情洋溢、充满斗志。抱着开放、学
习的心态，追逐着足球梦想。

“我们是从旗县里走出来的俱乐部，
从参加巴彦淖尔市的比赛开始，一步步
成长。现在，我们登上了内蒙古准职业
足球最高级别的赛场——蒙超联赛。”纳
音太和哈萨尔足球俱乐部跟随着“足改
大潮”一路乘风破浪，不断进步，不断成
长。十几个人的球队发展到现在的 100
多人，那些曾经在场边看纳音太踢球的
孩子，也已经成为了驰骋绿茵的小将。

几年的时间，从上到下的大力投入，
内蒙古的足球改革到底收获了什么？哈
萨尔足球俱乐部的发展也许就是一个很
好的回答。越来越多的足球场建成开
放，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走进球场，校
园里操场上奔跑着孩子们活力满满⋯⋯

纳音太说，他很欣慰，俱乐部里新人
们正在顶上来。在他而言，足球已经是
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对足球
的热爱也正在俱乐部传递下去。足球能
够在内蒙古扎根并茁壮成长，需要土壤，
这就是每一个足球人对足球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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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黑衣人足球俱乐部 2013 年成立，这
支队龄 8 年的球队是内蒙古足球改革发展的亲历
者，也见证了“十三五”期间内蒙古足球事业的突飞
猛进。

“球队一路走来，不易的是队员们的坚持，因为
大家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需要平衡好工作、家
庭和足球。有幸的是赶上了‘足改’的好时候，好的
政策，好的环境，好的平台，给球队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球队创始人之一李学斌说。

2020 年 12 月 27 日，呼和浩特市干部职工五人
制足球冠军赛决赛现场，李学斌和队友们在场边观
战。“我们在成长，对手也在变强。”李学斌说：“这样
的比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希望这样的平台能
越来越多，足球爱好者们都能积极参与，良性循环，
我们的足球氛围就会越来越好，足球水平也会不断
提高。”

丰富的赛事活动是足球发展的重要载体，打造
赛事体系是内蒙古足球改革与发展试点工作的重要
内容。目前，我区已经建立了以参加中甲、中乙联赛
为代表的职业联赛，以蒙超、蒙甲、蒙乙联赛为代表
的准职业联赛，以“公仆杯”为代表的职工足球联赛
和 U 系列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竞赛体系；建成了从幼
儿园到大学 8 个系列的校园足球分级杯赛体系。职
业足球与社会足球联赛齐头并进、全面推开。年平
均比赛近 1.6 万场次，直接参与人数近 34 万人次。

人才培养也是内蒙古足球改革与发展工作的重
要内容之一，“十三五”期间，我区提质增效，创新人
才培养机制。教练员培训方面，上线足球教练 APP，
成为全国首款 D 级足球教练员继续教育培训 APP、
全国首款 E 级足球教练员培训管理系统。裁判员培
训涵盖国家一级、二级、三级裁判员和内蒙古精
英裁判员、裁判监督、裁判讲师等各个层级。管
理人员培训方面，举办了首期中国足协/内蒙古
足协协会管理培训班暨盟市秘书长培训班，来自
全区各盟市的足协秘书长接受了包括竞赛组织、
协会体系构建、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培训。一组数
字给出“十三五”足球人才培养的答卷——等级
教练员由试点之初的 145 名增加至 11199 名，等
级裁判员由 176 名增加至 4618 名。

2020 年 12 月，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俱乐
部发展论坛在鄂尔多斯市举行，来自全区各地的 20
多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共同探讨我区青训
工作发展方向。与会的内蒙古足球协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吴刚说：“未来要更多地思考如何完善俱乐部的
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发挥自身优势，共同做好足
球事业。”

“青训体系建设是足球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和
主要工作，在校园足球不断普及的基础上，要进一步
完善我区青训体系建设工作。”吴刚说。

目前，我区已创建 113 所自治区级青少年足球
俱乐部，建成了 4 个国家级校园足球实验县、3 个全
国满天星训练营、1650 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 593
所特色幼儿园，在 8 所本科高校建设了高水平足球
运动队。

“试点以来，我区实现了在规划体系、联赛体系、
人才体系、职业队伍、经费保障和足球文化 6 个方面
从‘0’到‘1’的重大突破。”自治区体育局局长谭景峰
在 2021年全区体育工作会的讲话中回顾“十三五”体
育工作时对足球改革与发展工作进行了总结。谭景
峰说：“足球改革发展工作持续深化。场地建设力度
不断加强。目前，全区足球场地已增加到 3530块，每
万人拥有 1.39 块以上足球场地。人才基础初步奠
定。构建了多层面的足球青少年训练体系。竞赛成
绩不断提升。创建了职业联赛、准职业联赛、职工足
球联赛和 U 系列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竞赛体系。2017
年我区足球运动成绩首次在全运会比赛中跻身前
列。2019 年实现了在全国综合性比赛（第二届全国
青年运动会）中奖牌、金牌零的突破。对外宣传平台
得到拓展。全国首个足球专业数字电视频道——足
球频道在我区诞生，并已实现在全国 29 个省、市、区
覆盖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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