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华县是一个与足球结缘的神奇土地，是
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球王李惠堂的故
乡。客家民系崇文重教,足球文化是客家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五华县有着百余年足球历史,足
球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五华作为“足球之
乡”梅州的重要一分子，无论是在县城还是在乡
镇的中小学,大都开辟有足球场,供学生训练和
比赛，足球运动十分普及，足球氛围非常浓厚。
到2020年五华县每万人足球场地数2.31。

五华元坑
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足球薪火传

为什么说，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是在梅州
五华县长布镇的元坑呢？据1947年《五华县志·卷
三·卷三五十二页·营建志》记载：“元坑教堂：瑞士
巴色传道会于1865年成立元坑教会，建筑教堂。”

1858年12月,基督徒张复兴等人在长乐县大
田樟村购买了一栋农家屋来作教堂，为广东客属
东、梅两江的第一间教堂。1862年,瑞士巴色差会
牧师边得志来华驻五华（长乐）大田樟村教堂传教。

1865年，瑞士巴色差会在嘉应州第一所正
规西式小学——元坑小学。瑞士传教士毕安、
边得志两人在该书馆中的大操场两端用木料搭
成球门,教学生踢足球,这是现代足球这个体育
项目在中国内地出现的记载,元坑开启了中国内
地现代足球运动先河。

根据《五华县志》（1947年版）、《广东省志·
体育志·大事记》等方志书籍记载和国内著名专
家学者考证、确认，五华元坑是中国内地最早开
展现代足球运动的地方。2015年 11月，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授予五华·元坑为中
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元坑发源地成为五华
足球精神之源泉，激励一代代足球达人披荆斩
棘，奋勇向前。

元坑中学培育出了魏锦新、江爱其、魏灵圣、
李伟容、李华瑞、李其美、李兴横、李法春等中国
内地的第一批足球运动员，之后更是成为了足球
运动在梅州地区传播的火种。足球运动自此深
受五华等梅州地区人们群众所喜爱，并呈燎原之
势在城乡、学校、企业普及。五华等梅州地区先
后出现了李惠堂、张均浪等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优
秀足球人才。印证了五华足球之乡的美誉。

球王李惠堂
脚踢足球手著文章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五华是
世界球王李惠堂的故乡。李惠堂作为中国足球
史上的一名传奇球星，25年的职业生涯，共射进
近2000个进球，获得五十多个荣誉、一百多枚奖
章和一百二十多座奖杯。在国运衰微的二十世
纪二三十年代，以顽强的斗志、精湛的球技和高
尚的球德，将中华球艺、球德推向异邦。那“红须
碧眼也折腰”的一幕，至今让我们热血沸腾，激情
澎湃,成为推动五华足球发展力量之源泉。

五华群众足球运动
蓬勃发展 源头活水

为推动五华职业足球发展，2013年以来，我
县在积极争取省市资金扶持的基础上，投入巨资
用于训练场地和球队建设。目前，五华拥有梅州
客家（中甲）和梅州辉骏（女超）两支职业足球队，
是全国唯一同时拥有男甲和女超足球队的县

域。职业足球是五华足球崛起的标志。这，源于
五华群众足球运动的蓬勃发展，更是五华乃至梅
州足球事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

群众足球运动非常普及。五华县委、县政府
重视社会足球运动，2017年县财政统筹安排1500
多万元支持足球运动发展。目前全县有系统党
工委足球队12支、县直单位足球队50多支、民营
企业足球队26多支，镇级足球队16支、镇村足球
队 168多支、校园足球队 113支、幼儿足球队 8
支。各类足球比赛开展得如火如荼，如“球王杯”
足球赛、乡镇足球联赛、机关企事业足球赛、业余
足球联赛，每年春节各镇村自发组织民间足球赛
150多场次，带动全县参与足球运动 20多万人，
为五华足球的传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青少年足球蓬勃发展。青少年学生足球运
动是五华足球发展之主力，据统计，2016年以来
青少年学生参加足球运动赛事，获得市级以上
足球比赛冠军共50个。

“足球入常”、“以赛促教”是普及校园足球
活动的两大举措，成绩显著：2015年我县华城中
心小学U12足球队获得“斯凯孚”杯全国青少年
足球邀请赛冠军，同年7月代表国家赴瑞典参加
素有“小世界杯”之称的“哥德堡”杯国际青少年
足球赛；2017年，五华县田家炳中学夺得2017年
全国田家炳中学高中男子足球邀请赛冠军；五
华县第一小学和五华县第三小学足球队分获
2017 年梅州市足球传统项目小学组冠军和亚
军；2019“哥德杯中国”世界青少年足球赛男子
U9组获得冠军。

足球场馆建设日益完善。五华非常重视社
会足球运动场馆的建设，至2020年全县各镇均有
新建标准足球场一块（11人制、7人制、5人制、）共
291块，为普及校园足球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青少年体校卓有成效。五华县体育运动学
校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体育运动学校对各年龄
段足球苗子采用体教结合模式，集训队员的纪
律观念有了明显的增强，足球基本功、技能和体
能的训练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文化课的学习质
量也得到了根本的保障。近三年来，为各级职
业足球俱乐部选送199名足球苗子。

为了进一步激励足球苗子训练、学习积极
性，五华县委、县政府设立了五华县新球王青少
年足球发展基金，实施“新球王”足球人才培养
工程。目前，已募集捐款1380万元，计划每年全
额赞助10名五华优秀足球苗子到足球专业学校
深造。三年来，我县输送到国家青少年集训队7
人，如 2016年李俊枫入选国家U14少年足球集
训队，2017年李伟佳、张翔瑜到国家U11集训队
集训，李林入选到国家U12集训队集训，温丽梅、
周振红入选到国家女子U12集训队集训，刘璐颖
入选到国家女子U11集训队集训；同时，往省、市
体校输送足球人才100多人。

足球产业助五华经济腾飞，五华大力挖掘足
球文化资源。投资5600多万元建成五华元坑旧
址公园，该项目已于 2017 年 12 月中旬动工建
设。目前项目已进入最后布展阶段；投资5300万
元在李惠堂故居旁边兴建五华县球王文化产业
园，该项目已于2017年11月13日动工建设，主体
工程已完成。投资9亿元建设五华县足球文化公
园，包括可容纳3万名观众的11人制国际标准足
球场惠堂体育场、综合性场馆威光体育馆，足球
文化公园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

五华足球产业的重头戏——五华足球
小镇。该小镇位于五华县横陂镇联长村，
足球小镇气势恢宏，目标是打造全足球产
业体系的复合型特色足球小镇。近年来，
五华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足
球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
若干意见》的文件精神，坚持以足球改革发
展为总抓手，把振兴足球与加快五华城市
发展结合起来，把足球小镇作为足球产业
发展的龙头来运作。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
扶持下，足球小镇得到快速的发展。

规模宏大 全国领先
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对建设国家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展开了部署。五华横陂足
球小镇应势而生，并成功入围全国首批96
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成为唯一的以足球
为特色的小镇。

国家·梅州五华足球小镇位于五华县
横陂镇联长村，小镇核心区规划面积约 5
平方公里，分两期建设。一期核心区规划
面积1200亩，总投资16亿元；二期核心区
规划以一期核心区为基础，向西南扩展约
6250亩，计划总投资132亿。

其中一期已经建成运营。有 15块足
球场，其中11块11人制标准足球场、1块5
人场制足球场、1块7人制足球场、2块沙滩
足球场。完成配套建设五华客家精英足球
学校，7栋3层运动员公寓，1栋7层酒店，1
栋5层管理配套楼，1栋球场接待中心。小
镇于2019年9月份开始试运营，项目一期
可同时接待1800人训练、比赛及吃住。每
天清晨，琅琅的书声伴随着晨雾在小镇里
飘扬，处处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书香气息；绿
茵场上，足球小将们在尽情挥洒汗水。

足球小镇建设 1座五星级、1座四星
级足球主题酒店，配套2000间足球运动员
公寓；建设足球主题乐园、休闲足球体验
区、球迷之家、球迷广场等各种配套设施。

足球小镇一期投资 16亿元。设施设
备齐全，建成并运营五华客家精英足球学
校，采取日式青训体系进行培养；学校开
设班级为三年级～高一级各一个班共计8
个班，学生人数151人。

足球小镇一期具备同期接待2000人开

展综合素质实践拓展培训的能力。具备同
时接待2000人集中用餐的条件。全部项目
设施完善后，每年最高可接待60万人次中
小学生进行社会实践以及足球专业团队比
赛、训练、生活、娱乐。

产业初具雏形 龙头效益凸显
从经济角度来说，五华的经济发展水

平低、底子薄。足球小镇建设具有非常大
的市场潜力，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一
个新的增长点。足球小镇成为促进县域脱
贫攻坚、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足球小镇建设产业特色明显，是具有
健身、文化、旅游的综合性产业平台。足
球小镇有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国家沙滩
足球希望队入驻，举办各种高端赛事、各
级培训。这些为小镇带来源源不断的资
金流，保证了小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足
球小镇聘请广东木黄文旅体育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进行运营，木黄公司是文化旅游
体育运营管理的专业公司，具有进行文旅
体项目投资、开发、策划、承办赛事，承包
景区、物业租赁管理、体育场馆运营的专
业管理团队和能力。木黄公司已经有成
熟的业务模块和具体的业务运作方式，主
要业务模块有承办赛事、承接训练、场地
租赁、旅游接待、教育培训等。诚邀国内
外文旅体届朋友与本公司交流合作，共同
努力，实现文化、旅游、体育事业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木黄公司赛事运
营团队设有服务中心、竞赛部、联络部、裁
判部等多部门，有着良好的品德素养和专
业先进的管理理念。

2019年开始运营以来，各种比赛如火
如荼，已圆满举办高起点的“箐英杯”青少
年足球联赛、广东省青少年足球超级联
赛、全国“体校杯”足球赛、“迎国庆”全国
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来自全国各省市的
2500多个运动员逐鹿小镇赛场。自小镇
启用以来，多次开办亚足联、中国足球协
会B级、C级教练员培训班，广东省足协E
级教练员培训班。

2019 年运营收入达 1000 万人民币，
上交税收 100万人民币。实现了社会、经
济效益双丰收。

足球小镇：一座全国领先的
足球主题特色小镇

五华：一个与足球结缘的神奇土地
古今
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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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创建“中国足球特区”

的部署，结合梅州市委陈

敏书记提出的“小足球踢

出大产业，做出大事业”

的要求，提升五华足球小

镇的人气度和知名度，打

造五华“足球+”理念，引

导其他产业资本，参与和

融合发展。

我们通过对五华足

球的大梳理、大包装、大

宣传，将从目前国家政策

导向、产业融合、目标群

体、服务体系等方面进行

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数据，国家体育
总局规划的2025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
到5万亿元，按照目前国际体育产业中足球
40％的占比来算，到2025年，我国足球产业
的市场空间可能达到2万亿元以上。

梅州市委市政府积极倡导“带着感情
认识足球、带着热情服务足球、带着激情
振兴足球，让小足球“踢”出大产业、用足
球点燃城市梦想”的发展理念；确立了以
建设中国足球特区为“龙头”，以梅州足球
十年发展规划(2020-2029))和梅州足球发
展重大改革方案为“两翼”的“一个龙头，
两翼齐飞”的发展方针；提出了建设传承
和弘扬中国南派足球技术风格的“高地”、
中国足球发展体制创新的“试验田”、高水
平足球人才输出的“丰产田”和现代足球
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田”的“一地三田”
发展目标。全面提升梅州城市足球发展
整体水平，带动梅州城市转型升级。

五华足球小镇以“足球”为载体，做
“特色”文章，扩展区以“足球+”为理念，将
足球与体育文化、旅游生态、装备制造、农
业扶贫等产业相融合，已开始由五华县辐
射至梅州其他各市县区，通过多种产业融
合集聚人气，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

足球+文化
梅州素有足球之乡和文化之乡之美

誉。五华是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是
世界球王李惠堂的故乡。小镇立足于梅州
厚重的历史文化背景，结合五华奥林匹克
体育文化旅游区及正在施工中的“五华元
坑足球旧址公园”、“五华县球王文化产业
园”工程，将会不断丰富足球特色小镇的内
涵，增强人们对梅州足球文化的认同感。

重视文化生产性消费，补足梅州文化
消费结构性短板。通过“足球+文化”提升
传统文化消费品质量。推动文创产品对
产业升级改造的直接推动作用，将文创产
品打造成为促进梅州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生产性、节点性产品。推动足球文化与
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发挥生产性文化服
务业优化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有效
促进新消费时代的经济社会转型。

足球+旅游
梅州市是广东东北部生态发展区，文

化积淀深厚，客家风情浓郁，人文景观丰
富，自然风光秀美，发展旅游业有着得天
独厚的优势，特别是随着高铁、高速公路、
航空等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加快推进，梅
州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旅游产业完全可
以在梅州市生态富民强市中率先崛起，成
为全市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并且
要依托梅州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足球之
乡资源、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把优
秀的客家文化传统融入到全域旅游建设、
管理、服务的各个环节中，把梅州打造成
为世界客家文化旅游休闲目的地。

足球小镇可充分利用全市各县区的
旅游资源，开设“足球+旅游”项目，拓宽小
镇发展的空间层次，带旺小镇和其他各地

的旅游业。通过足球小镇串联起热矿泥
温泉山庄、益塘水库、汉光超顺农旅园黄
龙基地、新丰寨旅游景区、双龙山旅游区、
五华县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沣山养生养
老生态园、七目嶂、长乐学宫、狮雄山秦汉
遗址、状元李威光故居、古大存故居等五
华旅游景点，促进五华旅游事业的发展。

从整个梅州来说，开设“足球+旅游”
项目空间很大。梅州旅游资源丰富，拥有
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的民居建
筑、客家风情、名人故居和众多的文物古
迹。梅州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主题来串
联，以足球小镇为节点的“足球+旅游”就
起到这种作用。

足球产业是极具增长潜力的产业，旅
游产业则是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两者交叉
升级后，便是“定制化足球旅游”。世界旅游
组织数据显示，这种旅游形式以每年14%的
速度增长，是全球旅游市场中增长最快的细
分行业，超过旅游产业4%至5%的整体增
速。还有数据预测，2020年，全球足球旅游
市场规模有望突破4000亿美元。经过几年
的发展，足球小镇“足球+旅游”项目带动梅
州旅游收入100亿是完全可期望的。

足球+制造
梅州人力资源丰富，小镇将结合这一

特点，引进体育装备制造，建设自行车产业
园，以此带动并促进小镇骑行运动、休闲度
假等的发展。足球运动具有其它消费行为
所没有的最大优势就是最大的消费群体。
足球迷不惜一切代价痴迷地消费着，享受着
足球给予的快乐。足球运动的普及，必将带
动足球制造业、运动服装制造业的迅猛发
展，与其相关的巨大消费额将促进梅州税收
的增加，促进了梅州财政的有效运作。

足球+扶贫
梅州地处山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扶贫

脱贫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小镇以
自身发展，必将带动、带旺各地经济发展，如
五华元坑足球旧址公园、七目嶂登山景区、
梅林南沣山养生养老生态园等。项目建成
后，将大量增加基地管理、旅游服务及相关
配套产业的工作岗位，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提
供4500个劳动就业岗位，帮助3000户贫困
户，促进当地贫困人口脱贫奔康。

足球运动是强身健体的竞赛，它具有
很大的公益性。足球小镇的发展有助于五
华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维护五华社会稳定
与和平，为五华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稳定的
环境，为五华巩固扶贫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足球产业化是必然趋势。足球特色
小镇发展的可观前景，激发了五华发展足
球产业的大胆构想。目前，五华加快制定
足球产业发展规划，利用各类足球赛事带
来的“足球＋”繁荣，如旅游观光、会展培
训、文化创意等产业的发展，延长产业链，
形成辐射型的产业发展路径，打造足球小
镇延伸产业链条，推动足球小镇更加注重
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溢出效应，实
现产业与小镇的共生共赢共享。

“足球＋”：助力五华足
球产业腾飞

五华县以梅州创建“中国足球特区”为契机把小足球踢出大产业，做出大事业

助推五华足球小镇深度融入万亿足球产业发展助推五华足球小镇深度融入万亿足球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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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舸争流，千帆竞渡。展望未来，激情澎湃。五华足球将
依托足球小镇强劲的发展潜力，强势发展，以培育发展足球大
数据，推动互联网技术与足球产业深度融合，为全国体彩销售
中心提供各种赛事大数据分析。目前，五华汇游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足球AI大数据和懂球帝、五百万网等合作项目己落户五
华。这些足球产业将成为五华足球腾飞的翅膀，让五华足球腾
飞得更高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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