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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官网新闻报道称，出生于2006年11月23日的王钰栋是
这支U13国少队的核心球员。“王钰栋是‘正宗’奉化人，去年回宁波队
参加了省运会比赛。”宁波市足球协会副秘书长俞学丰告诉记者，王钰
栋曾赴深圳学习、练球，是因为其父亲在深圳经商。

王钰栋从小就特别好动，比同年龄的孩子活跃，他的父亲是个业余
足球爱好者，经常带他去球场玩耍。王钰栋早年进了一个无球可踢的
私立小学，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推荐给了深圳市东方小学的金牌教
练张春辉，张春辉给他做了很简单的两个测试——20米折返跑和立定
跳远后，当场就说“这个学生我要了”。3年间，王钰栋所在的队伍拿了
深圳同年龄组赛事90%的冠军。这么好的队伍没有场地踢球非常可
惜，几位家长就商量，每人出资几十万元建个球场，还成立了一家名为

“铁牛”的足球俱乐部。这样一来，队员们如鱼得水，王钰栋每次训练总
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自觉加练点球、任意球、头球、内切……

2017年4月，10岁的王钰栋随队参加了第18届意大利国际米兰
杯，获得第三名，这个名次也是亚洲队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回
到铁牛俱乐部，张春辉教练说，这里的队友已经配不上你的能力了，你
应该出去闯闯。离开深圳后，王钰栋收到了几家中超俱乐部的邀请，
考虑到年纪还小，他最终进了浙江鸵鸟俱乐部。

2017年12月，王钰栋参加了2006年龄段全国总决赛，在福建霞
浦，王钰栋5场9球拿下最佳射手、最佳球员并入选最佳阵容。凭借那
次总决赛上的出色表现，王钰栋顺利进入了中国足协“06精英训练
营”，最终在U13国少队占据了一席之地。 记者 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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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国足球协会官网发布新闻《加油少年！中国U13闪
耀捷克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2019年6月2日结束的捷克
U13德鲁尼采杯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上，中国U13选拔队与来自德
国、捷克、挪威、英国等欧洲青训强国共18支队伍进行了激烈角
逐，最终取得7胜2平1负的成绩，获得了本次杯赛的亚军……出
生于2006年11月23日的王钰栋是这支球队的核心球员。”据记
者了解，王钰栋是奉化人，去年还代表宁波参加了浙江省运动会
足球赛。

此次在捷克举行的德鲁尼采杯邀请赛上，中国U13足球队表现非常
出色，连胜格拉斯哥流浪者、布拉格斯巴达、比尔森胜利等知名足球俱乐
部梯队，仅仅一球憾负布拉格斯拉维亚队，以第二名的成绩结束征程。

中国足协青训总监、前国脚彭伟国6月3日在微博发文，给这些小
将点赞：“中国U13选拔队用出色的传控技术和顽强的拼搏精神闪耀本
次杯赛，让参赛各国俱乐部了解到了中国青训在发展，让各国感受到中
国青训前进的步伐。U13结束本期出访后将继续选拔全国优秀运动
员，并在8月组织全国优秀球员训练营。中国青训工作要有信心，同时
需要时间和耐心，祝中国青少年足球早日腾飞！祝中国队早日打入世
界杯！”

中国足协2006年龄段精英训练营于去年6月在武汉设立，两个月
后这支队伍前往日本参加了一项U12少年足球全球挑战赛，表现令人
眼前一亮。当时在小组赛上，国少队先后以1比0和2比1击败大泉学
园和大阪市青年队，0比0战平清水鼓动少年队，以小组第一出线。不
过在淘汰赛上以1比3不敌JFA大阪。之后又在排位赛中接连战胜神
户胜利船和名古屋鲸八，获得该项赛事第五名。

今年3月，U13国少选拔队奔赴法国进行拉练，这次再赴捷克参加
比赛。6月1日，中国U13队首战波罗的海足球学校队，结果以3比0
轻松取胜。随后交手布尔诺梯队，同样3比0告捷。当天中午，国少选
拔队连续过招布拉格杜克拉队、鲁德尼采队，分别以1比0和2比0胜
出。下午，球队连番交手格拉斯哥流浪者队和布拉格斯拉维亚梯队，结
果以1比0击败前者，但面对捷克豪门，则以0比1遭遇参加本届赛事
的第一场失利。

6月2日，U13国少选拔队再赛4场，取得2胜2平：0比0战平德甲
奥格斯堡少年队，同布尔诺梯队二度交手以1比1言和，但面对比尔森
胜利和另一支捷克豪门布拉格斯巴达，国少选拔队分别以2比0和1比
0获胜，最终以7胜2平1负的成绩获得赛事亚军。

根据安排，U13国少选拔队结束此次出访后，将继续展开全国选
拔。今年8月，计划组织全国优秀球员训练营。未来一到两年，将是这
批队员成长的关键期，同时球队将从2021年开始，肩负冲击2023年
U17世界少年足球锦标赛的任务。

U13国少队连克欧洲强队

核心队员是宁波奉化人

足球U13国少队扬威捷克

宁波小将
王钰栋是核心

宁波小将王钰栋（前）是U13国少队的核心。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