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中! 申鑫

是较早投身青训公益的一家" #从孩子

抓起的中国足球梦! 职业俱乐部理应

主动参与" $邵坚毅说!#做公益没有指

标!! 万元和 !""" 万元都能做!关键是

要做到一个个点子上!用心做% $

&我一开始联系了多家俱乐部!很

多人有钱但他们不愿意上高原做公

益! 而申鑫是最有诚意的一家'((副

总带着青训教练以及部分球员一起走

上高原!这太不容易了% $展子栋说%

继捐建球场之后 !#"$! 年 % 月 !

&青海果洛足球公益行$再次出发% 这

次!不光是捐钱捐物!申鑫的青训教练

还对当地体育老师进行培训%

&光有硬件还不行!果洛还缺乏专

业教练这样的软实力! 申鑫的援助帮

我们解了燃眉之急% $麦智如今正在全

力准备 & 级教练证书的考试! 一旦拿

到资格! 他也将成为果洛第一位专业

足球教练%

本届世界杯 !冰岛队内的 &兼职 $

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麦智也

是身兼多职! 除了足协干事) 青训教

练! 他还是玛沁二中二十多个班级唯

一的体育老师! 果洛州唯一的专业足

球裁判!也是他"

今年 ! 月 !澜竞体育青培中心的

谢俊教练走上高原 !选拔第二届果洛

球员上海夏令营队员的同时 !也试着

进行教练员的培训 " 在他看来 ! &教

练上山 $ 这项工作亟待继续推进 !

&因为当地很多教练还停留在 *老

师 +的阶段 % $

谢俊解释! 足球青训主要培养小

球员的传)停)带)射四个基本技能!专

业教练会指导孩子不光学会技能 !还

要了解足球! 分析每一个细节并善于

提出问题! 只重视结果不重视过程是

错误的%拿带球绕杆说!果洛的教练只

会要求小球员完成动作! 但带球脚的

接触部位)降低重心)加速的同时基础

动作不能变,,这些细节教练可能自

己都不理解! 所以也就没法告知小球

员!即使动作错了!也不会吹停讲解%

&如果没有上海教练的提醒!我们

以前甚至不知道!! 人制)% 人制)$$ 人

制!比赛人数要根据球员的年龄段)身

体素质)技战术能力区分!而是无论多

少人都对半分% $麦智说%

邀专业教练上山后! 展子栋就开

始筹划下一个目标(((带果洛的 &足

球小将$们下山% 在申鑫以及长安福特

的支持下! 果洛额外获得了一个参加

&中超未来之星$ 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和其他 % 支专业梯队进行同年龄段的

高水平对抗%

这是果洛足球界前所未有的举

动%果洛当地的教育部门)体育部门以

及学生家长对此多有疑虑-&会不会最

后让我们来买单. 孩子们的安全如何

保障. 生活如何料理. $一边已经张开

怀抱准备迎接!一边却迟迟不能拍板!

展子栋急坏了! 他只能一个个问题慢

慢协调!并进一步细化接待方案/最终!

他的耐心和诚意抵消了大家的疑虑%

接下来!队伍的选拔正式启动% 他

将参赛队伍定名为阿尼玛卿联队 !并

参与设计队徽(((黄色丝带代表纯洁

的哈达!盾牌代表足球的进攻与防守!

阿尼玛卿神山为基! 上面展翅雄鹰代

表着孩子们!追逐着足球%

与成年人的犹豫不同!果洛的孩子

对于外出参赛!心情极为迫切%在 '" 进

( 的预选中!有一个名叫闹日的孩子遗

憾落选% 落选后的闹日!回到家里就不

吃饭了!嚷着要和队友们一起为果洛踢

球%没办法!原本疑虑重重的家长!竟然

主动找到校方沟通!请求网开一面%

巧的是!出发前!正好有一名入选

队员生病!无法成行% 经过请示后!闹

日幸运地搭上了参赛的末班车% 更让

展子栋没想到的是!在上海)广州的赛

前集训中!体格偏弱)速度偏慢的闹日

的进步却是最快的% &上去就是拼命!

眼睛似乎冒着火! 为每一个球权不惜

体力% $他说!&后来!球队甚至愿意把

队长袖标交给闹日! 那天晚上其他人

累得很早就睡着了! 他却兴奋得整晚

没睡觉% $

带小球员下山要面对多重困难

在那次&未来之星$比赛中!当时读

六年级的前锋班玛成利脱颖而出!入选

长安福特伊比利亚训练营%

对&足球小将$们来说!伊比利亚如

雷贯耳% 作为世界知名的青训圣殿!那

里曾见证梅西)) 罗从青涩少年成长为

世界顶级球星% 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能走

出大山的班玛!更不敢相信自己有机会

代表果洛走出国门!近距离感受世界最

高水平足球氛围%

班玛出国深造!这在果洛可是个大

事 -不仅有羡慕 )支持 !还有反对和质

疑% 最大的阻力来自班玛的家庭%

班玛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从小由

母亲一手带大% 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

母亲也对他的教育极为重视% 班玛上学

后! 母亲咬着牙卖掉了牧区的草山!到

县城伴读!日子过得很清苦%

小时候 !班玛喜欢踢球 !但由于成

绩一直保持在班级的前十名!所以母亲

也不太干涉孩子的爱好% 但是让班玛出

国!哪怕只有暑假中的 $* 天!母亲说什

么也不同意% 她担心!班玛没法适应国

外的生活!更担心伊比利亚之行会让孩

子多了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孩子

将来的学习造成影响%

麦智多次前往班玛家中协调!他劝班

玛母亲!&班玛是果洛高原第一个出国踢

球的!他代表着整个果洛的荣耀$&上海援

青干部都为我们这么努力! 都为我们好!

我们果洛人必须对得起这份执着$,,

他成功了% '+$* 年 ( 月 $, 日!班玛

和其他 '- 名精英球员及 . 名教练员一

起 !飞往西班牙 !开启海外足球特训之

路%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 ' 年!但班玛

对此行的细节依然如数家珍%

班玛的第一站是巴塞罗那% 能容纳

$+万名观众的诺坎普球场带给了他巨大

的震撼% 参观球场的巴塞罗那博物馆时!

他吃惊地望着巴塞罗那队的奖杯墙!还不

停变换角度与欧洲冠军杯合影留念%

伊比利亚之行的第一堂训练课被安

排在西班牙萨洛足球训练中心! 曾供职

于巴萨的诸位青训主管及教练展示了闻

名于世的 /0102/313 战术训练精髓% 对于

华彩的拉丁派足球文化! 班玛印象最深

的一句话就是!&&456/ 7489 /:9 ;377% $

抵达葡萄牙后!班玛乘坐专属大巴

来到本菲卡俱乐部!在本菲卡青训教练

的指导下!班玛进行了足球文化课程的

学习和专业化训练!先进的足球理念让

他受益匪浅% &在对抗赛中!我的身体明

显比不上葡萄牙的孩子!往往陷于对方

后卫的重重包围中! 不是拿不到球!就

是刚拿到便失误丢球% 葡萄牙的教练就

鼓励我 !要自信 !还要动脑子(((跑位

上要注意队友和对方后卫的位置!身体

上扛不过就要试着和队友做一些二过

一)二过二的配合突破防线% $他说%

回国后!班玛立刻沉下心来!&听妈

妈的话$!在继续保有踢球爱好的同时!

把主要精力放到学习中%

班玛有没有希望走上职业足球这

条路呢. &很难!对班玛这批孩子来说%

由于接触足球的时间太晚!尽管是果洛

*头牌+!但放到全国却很难拔尖% 现阶

段 !让班玛边读书边踢球 !是比直接踢

职业更合适的选择% 这几年足球带给孩

子们文化交流 )开阔眼界的机会 !他们

会终身受用% $麦智回答!&但是!在上海

持续不断的帮助下 !下一批 )下下批的

孩子们有了更早 ) 更多接触足球的机

会!可能他们将来的选择也会更多% $

&公益这条路走得越长!我越能看清

方向%东西部合作交流!不仅要有硬件上

的帮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极为重要%

足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项目! 更重要的

是通过足球为上海和青海搭建了一个文

化交流的平台% 所以我希望这条路在众

人的参与下!能越走越宽% $展子栋说%

如今!展子栋的微信头像依然是追

逐足球的阿尼玛卿雄鹰!微信名字也是

果洛当地干部为他取的藏文名战德多

杰(((汉语意为&战斗的金刚$% 就在截

稿前!他给记者发来一条微信-&我今天

去落实此次国际足球邀请赛孩子们*出

山+的事宜!一定能确认0 $

我们也相信 !孩子们心中的 &展爷

爷 $!一定能像过去承诺的 &筹装备 )建

球场)组球队)出大山$一样!说到做到%

又一个夏天到了 ! 西西已无数

次想象着 ! 再次见到果洛小球员的

情形%

去年 ! 月份之前! 西西甚至还算

不上是球迷 % 对于足球的基本规则 !

她几乎一无所知% 她说! 直到走上果

洛这片高原净土! 看到孩子们踢球的

快乐! 她才开始爱上足球%

&就在一片砂石地上! 球门都没

有! 一群少年踢着一个橡皮球! 他们

穿着单衣和旧鞋 ! 没有手套和球袜 !

似乎也没什么规则! 但幸福的欢笑声

却能划破天际 %$ 西西回忆 ! &场地

凹凸不平! 有很多水坑! 还有很多鼠

洞% 球赛的唯一 *观众+ 是一群土拨

鼠! 球踢过来! 它们就钻进洞内不见

踪影1 球一踢远! 就伸出脑袋看球%$

当时! 西西在上海一家文化公司

工作 ! 去果洛是为电影 2踢出个未

来3 的拍摄踩点4 这部电影取材于真

实的东西部文化交流项目! 讲述一群

怀揣梦想) 无所畏惧的青海 &足球小

将$ 的感人故事%

&走进果洛小球员的家庭! 和没

去过果洛 ! 所思所感完全不同 %$ 西

西说! 那是她第一次知道! 中国还有

住着土房子! 没什么家电! 喝水没有

水杯的人1 那也是她第一次知道! 在

高寒缺氧) 物资匮乏的情况下! 高原

人 &缺氧不缺精神 $! 竟然能时刻保

持微笑! 乐观地迎接生活的挑战%

西西走进寄宿小球员在学校的宿

舍! 发现孩子在尽其所能收集) 展示

足球的元素- 墙上遍布知名俱乐部标

志和球星画像! 这里面! 有的是孩子

省下零用钱买了贴上去的! 有的甚至

是拿粉笔画上去的% 极端困难的条件!

丝毫没有减弱孩子们对足球的热情%

这种热情! 已延续数十年% 果洛

州足协干事麦智是 (! 后 ! 小学时 !

家里没有电视! 接触足球是因为看着

高年级学生 ! 把废纸压缩包成球状 !

在石头渣上面踢! 非常快乐%

&说是踢足球! 实际上根本没有

足球% 我们什么 *球+ 都能踢! 橡皮

球) 纸球) 塑料瓶球% 果洛篮球开展

得也不错 ! 那时经常去篮球场捡漏 !

看有没有别人不要的 ) 磨掉皮的篮

球 ! 我们可把它当宝贝 %$ 麦智说 !

&踢球经常会忘记时间 ! 父母就会来

球场找我们% 我们有时不停地变换场

地! 在大武镇) 粮站前的空地! 周边

几个草甸! 都是我们的足球场% 下大

雨! 在泥地里面! 跑一个下午都不觉

得累%$

果洛之行! 让西西及其团队久久

不能释怀% 他们开始筹划! 为当地的

小球员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去年年中! 上海澜竞体育公司成

立后! 立即着手准备! 举办果洛小球

员上海夏令营! 可单靠澜竞一家的努

力! 这个公益项目断然无法做成%

$' 天里 ! 上海的爱心为果洛少

年汇集 ! 为他们的上海行全程保驾

护航 % 上海申鑫足球俱乐部主动提

供训练场地 ! 并承担吃 ) 住等费用 1

上海一旅行社免费提供大巴车 ! 供

小球员出行 1 金山一购物中心为小

朋友们准备了爱国主义题材影片

2战狼 '3 的免费观影 ) 还有文具盒

等精美礼品%

虹口足球场在中超休赛期免费开

放专业草坪% 在这里! 果洛的小球员

和上海澄衷初级中学足球队进行了一

场友谊赛% 很多第一次踏上专业草坪

的果洛孩子! 兴奋得一圈圈连续不断

地奔跑% 澄衷初中的队员们将自己精

心挑选的文具送给果洛的孩子! 并各

自递上一封亲笔信 ! 期待有缘再会 %

校长石云艳表示 ! 果洛孩子的上海

行! 不仅让果洛孩子开阔眼界! 体验

了大都市的繁华! 也让上海的孩子们

见识到果洛的 &高原精神 $! &我们

十分期待将这份友谊延续下去$%

&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上海人! 有

钱出钱! 有力出力! 他们获得的唯一

回报! 最多也就是小球员们献上的一

条哈达%$ 西西说%

&这哈达在我们心中! 便是最尊

贵的礼物%$ 石云艳说%

&如果没有*展大侠+长达 ! 年的默

默付出!去年的*果洛少年出山记+不可

能如此顺利% $西西所说的!正是援青期

间担任果洛州玛沁县副县长的展子栋%

'+$! 年! 记者前往玛沁县采访!曾

亲眼目睹如下一幕- 正在训练中的小球

员!看到展子栋的到来!瞬间跑出场外!

在&展爷爷$的欢呼声中!他们一齐冲到

展子栋的怀里!久久不愿放开,,

&要是没有展县!果洛足球不可能像

现在这样一步步走向专业化% $ 直到今

天!麦智依然习惯用&展县$称呼已离开

果洛两年的展子栋%

去年扶贫日!&果洛少年逐梦绿茵场$

入选了上海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

援工作&十大典型案例$%评语中这样写道-

&足球带给高原的孩子们无穷的欢乐!更是

通过足球打开了原本封闭的世界!点燃了

他们的梦想!点亮了他们的未来,,$

一切!都源于这个上海汉子的热心%

展子栋是铁杆球迷% 他从小长在虹

口!在警队工作时又是虹口足球场安保指

挥部的一员% 老虹口足球场最后一班岗!

新虹口足球场第一班岗!他都参与其中%

'+$, 年!展子栋成为第二批上海援

青干部的一员%因为关注教育!刚到玛沁

不久!展子栋就把全部小学跑了一遍%在

一次考察中!他偶然间发现!尽管室外温

度接近零度! 仍有一群穿着布鞋的藏族

孩子在校园的泥泞操场上! 围着一个足

球飞奔%他的心!瞬间被孩子们对足球的

爱融化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援建的工作繁重而紧张% 最开始!

展子栋只是想联系他的企业家朋友捐

资捐物!为孩子们提供足球)球衣)球鞋

等常规装备% 第一个目标!很容易就实

现了%

'+$. 年的一天!他从一所学校的老

师那里得知! 有孩子因为踢球时场地不

平整骨折%他进一步调研!发现因为场地

问题受伤的孩子不是个例! 当时全县 %

所小学!没有一个标准足球场%

他决定为当地建一个足球场% 这个

目标实现起来可不容易% 更何况! 在果

洛!除了他!之前几乎从未有人表达过类

似想法% &有人说球场肯定建不成!也没

必要建!还有人说我不务正业%很多人提

醒我要慎重!毕竟涉及资金管理%我自己

压力也很大% 因为如果我承诺建球场却

弄不好!我该怎么面对孩子)老师和当地

干部!上海人的脸面都会被我丢光!之前

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展子栋冥思苦想

许久后!还是悄悄地筹备起来%

在展子栋的努力下! 曙光似乎已经

出现% 他的一位企业家朋友的回复很有

代表性-&你放心地回果洛吧! 这笔钱等

你需要时直接打给你% $'+$! 年年初的

休假结束后! 展子栋满怀希望地走上高

原!在当地许下&建球场$的承诺%

好事多磨(((&土已经挖好!钱却没

了$%原先表态支持的几个朋友先后打了

退堂鼓!他们觉得果洛过于偏僻!知名度

太低!钱撒下去也没人关注!无法取得期

待的社会影响%

还有一家并不了解高原施工难度

的公益机构表示 ! 在果洛建球场的费

用远超预算 ! 因此决定将资金投向其

他项目 %

资金链断裂!工地不得不停工%最艰

难的时刻! 展子栋身边的当地干部却并

没有责怪他! 在他身边很少提及建球场

的事%在展子栋看来!这种沉默在当时无

疑是莫大的支持和信任%

患难见真情%上海申鑫俱乐部得知果

洛建球场的事情后! 顶着巨大的保级压

力! 立即联络中超赞助商长安福特等企

业!发起&青海果洛足球公益活动$%当时!

申鑫俱乐部由副总邵坚毅带队!向果洛小

球员们赠送了足球)球衣)球鞋)图书等%

&那里的孩子太不容易了! 作为职业化俱

乐部! 在可以触及的地区发展足球青训!

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邵坚毅说%

更重要的是! 此次果洛行的真实感

受!坚定了上海申鑫)长安福特等支持单

位为果洛建球场的决心%

&救命钱 $到账 !挖掘机再次开工 %

'+$! 年夏天的落成仪式上 !围着 &离天

空最近的足球场$中圈!二十多个足球被

一齐抛向空中!蓝天之下)绿草之上!果

洛足球的专业化之路快马加鞭%

对于青海果洛人而言! 海拔 !"#" 米的阿尼玛卿山! 神
圣而不可亵渎"

千百年来 ! 山下的人们 ! 怀着对山神的憧憬和敬
畏 ! 虔诚地过着 #与牛羊为邻 ! 逐水草而居 $ 的恬静生
活 %

如果你从未踏入这块土地! 你很难想象! 在地广人稀 &

空气稀薄的条件下! 果洛人对足球那种最纯粹的爱" 在群山
之间的某个草甸中! 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场地和装备! 看着一
群高原少年追着足球! 那才是最高级的享受"

大气谦和的上海人从未忘记过三江源的哺育" 从 "$%$

年起! 上海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积极开展对口支援
果洛州工作 " 援青干部从海拔 & 米走上海拔 &$$$ 米 ! 以
'上海速度& 果洛高度$! 践行着 '上海青$ 的真心诚意" 其
中! 上海第二批援青干部展子栋!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

积极协调上海各界力量! 为果洛孩子带去了更多追逐足球梦
的资本(((筹装备& 建球场& 组球队& 出大山! 他一步一个
脚印% 即便如今已回到上海! 他仍旧努力维系着这一场爱心
接力%

面对记者的采访 ! 展子栋坦言 ! 善举坚持至今极为不
易! 但好消息是! 爱心从未缺席! 接力棒已传到越来越多上
海人的手中% 这个七月! 果洛孩子们将像去年一样! 来到上
海参观训练! 再续这份足球缘%

土拨鼠是孩子们的常伴观众 建一座!离天空最近的足球场"

在伊比利亚摧城拔寨的果洛少年

果洛足球场落

成仪式上 ! 众人将

足球抛向空中 ! 放

飞梦想"

!均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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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 果洛小球员在上海申鑫训练基地接受专业训练" 援青期间! 展子栋 #左七$ 与阿尼玛卿联队成员合影% 在葡萄牙! 和国外职业梯队小球员过招让果洛男孩班玛受益匪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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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小将"追梦阿尼玛卿
本报记者 赵征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