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启程 /
他用油漆画出球场
用废钢管焊制了球门

获得2016体坛风云人物
年度大众体育精神奖提名奖
让沈辉激动不已，但其中经历
的苦难让他万分感慨。说到足
球的梦想，一直在沈辉心里隐
隐作痛，他从小在富源县长
大，13岁开始练习足球，14岁
进入曲靖体校足球专业学习，
但曲靖的足球水平制约了他
在足球上的发展。

2000年9月，21岁的沈
辉怀揣着自己没有实现的
足球梦想从曲靖体校足球
专业毕业，回到故乡曲靖市
富源县迤山口小学担任体
育教师。沈辉作为惟一的一
位体育老师，包揽了全校学
生的体育课。在此之前学校
没有专职的体育教师，学校
里没足球，更没有足球场，
学生体育课只有练习跳远、
跑步等不需要器械的运动。
这 样 的 状 态 一 直 持 续 到

2008年，学校成立兴趣小组
的通知重新唤起了沈辉的
足球梦，他决心创建一支球
队，很快他凑齐了一支最小
8岁最大10岁，30人的球队。
学校狭小，只有在现有的条
件下动脑筋，沈辉在早已坑
洼不平的篮球场水泥地上，
用油漆画出了一块5人制足
球场，又从矿山要来几根废
钢管焊制了2个简易球门，
请求学校配给了50个足球。
就这样，一群孩子开始了他
们的足球梦幻之旅。

/ 经费 /
他从不收取训练费
还自掏腰包请孩子聚餐

从2008年9月球队成立
之日起，经费的问题一直困
扰着他，训练买球、买器材要
钱，相比之下，外出打比赛是
最麻烦的，一大群孩子离开
富源打比赛对队员家长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沈辉个
人也承受不起。事情的转机
来自于12月，富源县少体校

得知迤山口小学成立了足球
队，于是就在迤山口小学挂
牌成立了“富源县少体校少
儿足球训练点”，沈辉抱着试
一试的态度给少体校说出到
外地打比赛的想法，意外地
获得了3000元经费，沈辉受
此启发，再有比赛时，就到处
找企业、单位拉赞助。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富
源的企业、单位能给予的支
持也很有限，基本上每次外
出比赛资金都不够。在这种
情况下就只有让家长凑，第
一批队员的家长大部分都
是煤矿工人或农民子弟，家
里条件不是很好，于是沈辉
从球队成立之日起就从未
收取过孩子的训练费用，外
出比赛时甚至会自掏腰包
倒贴路费，有时看到孩子们
训练有进步，他还自己掏钱
请孩子们聚餐。在问到沈辉
怎样面对金钱的诱惑，他回
答：“08年我的工资1300左
右，现在到手的工资也才
3200元，这些年基本没存上
什么钱，我对物质上的东西
也没有追求，我只追求自
己的足球梦……”

/ 艰辛 /
怕影响学习，足球队
差点被学校取消

在足球队成立之日起，
沈辉就给自己定下了规
矩，足球队周一至周五早
上6：00－6：30为跑步时
间，下午放学后4：30－6：
00为训练时间，周六周日
也要训练，仅周日下午休
息，节假日基本上也要训
练，甚至有时他家里有事
都不会缺席。虽然沈辉于
2010年调到富源县文体局
导致训练时间有所变化，
但他仍每天至少和队员一
起训练2个小时。

足球队均在课外时间
活动，但作为一个乡村小
学，有的家长和教师认为
只有学好数理化才是改变
命运的惟一方式，“有一个
老师因为班上3个尖子生
参加了足球队而对沈辉强
烈不满，要求时任校长代
建国解散足球队，代建国
无奈，只好把学生、家长、
沈辉、有意见的老师召集到

一起开会，会议开了2个小
时，有意见的教师甚至说出

‘再踢球就不要在我班上上
学’的狠话，最后因为家长的
支持和学生没有影响学习才
作罢。”沈辉无奈地回忆说。

改变 /
2年前他靠“化缘”
建起了人工草坪球场

2014年，沈辉到处“化
缘”终于争取到19.58万元
资金，为孩子们建起了1个
590平方米的标准人工草坪
足球场，但沈辉的目标不止
于此，“什么时候能给孩子
们一座标准的11人制球场
呀”他感叹道。在问到球队
取得成绩的原因时，沈辉回
答：“我从来不选材，才成立
球队时有人报名都不错了，
还怎么挑三拣四。现在这支
球队队员最小的5岁，最大
的13岁，有些明显不适合踢
球的孩子也照收不误场地
能容纳多少人就收多少人。
我训练方式也没有什么特
别的地方，主要培养他们对
足球的兴趣，然后全心全意
的关爱他们，我并不要求他
们都在足球上取得什么成
绩，可能正因为如此，队员们
训练和比赛时都十分努力，
可能觉得取得好成绩也是对
我的回报吧。”

/ 出名 /
他如今在外面吃饭
都有人抢着为其买单

八年时间，沈辉带队参
加云南省青少年后备力量足
球比赛获得冠军5次，亚军7
次，季军5次，2015年8月，他
带队参加在成都举行的“体
彩杯”全国少儿足球邀请赛，
获得U13组冠军。第二批足
球少年陈东杰成为广州恒大
足球俱乐部U13梯队队员，
还为广州恒大足球学校输送
队员13人，亦有成为体院足
球专业的学生。

奇迹的创造者沈辉现在
已是富源乃至曲靖的一块金
字招牌，他还入选了“富源县
第四届‘富源好人’”。走在富
源县城的路上，总有人跟他
打招呼，在外面吃饭时总有
人抢着把单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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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富源县乡村体育教师沈辉日前获得2016央视体坛风云人物年度大众体育精神奖提名
8年时间他免费培训了近130名小球员，为恒大U13梯队输送1人，为恒大足校输送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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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能和这样
一群可爱的孩子在一起，能走到今天
我也没想到，是这帮孩子感动了我，
也让我做了一些我一直想做的事。我
对物质上的东西也没有追求，我只追
求自己的足球梦……” ——沈辉

平时把很大的心血投入到孩子们身上，不可避免
地忽略了个人问题“当时看到娃娃在我的训练下一天
天成长，恨不得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但个人生活确
实忽视了。”沈辉苦笑着给记者解释34岁才结婚的原
因。“09年的时候我有个女朋友，当时都谈婚论嫁了，
虽然平时很少陪她，她也还算理解我，但有一次我带
队比赛时，当时场面胶着，我在场边指挥球员忙得不
可开交的时候，女友打电话过来了，在和她通话时被
对方灌了一个球，我就控制不住就拿她撒了一气，可
能把她心伤了，这段感情就戛然而止。”

“我和妻子也是因球而结缘，她的同事是我的学生
家长，她的条件其实很不错，收入也比我高，学生家长
看到我俩都是单身就有意撮合我们，经常把我俩都聚
在一起，一来二去就熟悉了，也产生了感情，在13年我
们步入婚姻的殿堂。我最感到愧疚的就是家人，经常在
需要我时我却在足球场上。”沈辉说，2015年7月下旬，
沈辉带队外出比赛时，因为长期不在家，妻子又怀孕没
多久，正需要人陪，于是给他下了个最后通牒“要我还
是要足球？”回家后，想着妻子的付出，沈辉在家里选择
了逃避，每天在家枯坐，几天后妻子终于看不下去最终
妥协了，他又充满矛盾地出现在训练场上。

家长说>>>

想给他发点工资
也被他拒绝

“2010年之前都是沈教练
一个人管理整支球队，我们家
长也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于
是就成立了家长委员会，跟随
沈老师出征做后勤工作，最近
几年我们家长的经济条件也
有所改变，我们就是想出钱给
沈教练发点工资，但被沈教练
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虽然第一
批队员因为家庭原因没收钱，
但已形成了这个规矩就不能
破，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因
为知道他要抽烟，所以就只有
偶尔买条烟来表达情意。”
——球队家长委员会部分成员

学生说>>>

他不仅教我们踢球
还照顾我们生活

“外出比赛时我们受伤生
病了，沈教练会给我们买药、
处理伤口，有时在凌晨时还给
我们喂水喂药，我们有的队员
太小自理能力差，他还会帮着
洗衣服，和他在一起不仅体会
到足球的快乐，还让我们感受
到了关爱。”
——沈辉现在训练的小队员们

“虽然沈教练在球场上对
我们很严厉，但教会了我们如
何做人，沈教练最讨厌说谎，
所以我们这些队员基本上都
学到了诚信的品质。”
——正在成都体育学院足球
专业学习的胡棚

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肖天
一审被判十年六个月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6日公开宣判国家
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肖天受贿案，对被告人肖天以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
万元；对肖天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1997年至2014年，被告人肖天利用
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竞技体育
司司长、局长助理、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
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
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赛事
承办、工作安排、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本人直
接或通过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796.0662万元。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肖天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有索贿情节，
依法应从重处罚。鉴于肖天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
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法庭
遂作出上述判决。 （新华社）

又讯 法国《队报》日前称，迪马利亚很有可能在
冬季转会开启后离开大巴黎，而他的下一站有可能会
是中超。 姜山

八年抗战沈
辉

富源县，位于云南省东
部，距省会昆明200多公里，乌
蒙山支脉自北向南纵贯全境，
平地难寻，是一个国家级贫困
县。在那里，有一支组建了8年
的少年球队，前后近130名队员
主要由乡村小学生组成，他们
在球队组建之前从未接触过足
球，他们在2014年之前一直在
水泥地上训练，他们参加过全
国少儿足球邀请赛获得过冠
军，他们中有的人已进入职业
球队，他们的教练获得2016央
视体坛风云人物年度大众体育
精神奖提名，教练沈辉作为提
名奖获得者将于1月15日赶赴
北京。他是一个有着足球梦想
的乡村体育教师，收入微薄的
他是如何把足球带进山村，从
无到有培养足球少年？成都商
报记者赶赴富源为你揭秘。

●无私
月 收 入 仅

3200元，他却不收
训练费，外出比赛
甚至倒贴钱

●坚持
他每天至少

和队员一起训练2
小时，周末节假日
也基本不休息

●荣誉
他带队参加

云南后备力量足
球比赛获冠军5次，
亚军7次，季军5次

曾因足球气跑女友 又因足球与妻子结缘

“家人需要我时，
我却在足球场上”

愧对家人
2014年，沈辉靠“化缘”建起了人工草坪球场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发自 云南富源

今年7月，沈辉带队参加云南省后备力量青少年足球赛，图为得奖后，队员把奖牌挂到沈辉脖子上

成都商报记者和沈辉（左）合影

2014年之前，队员都在水泥地上训练

场地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