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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成都骑共享单车
邀请热情的成都人入镜头

“来打个招呼吧，让大家听到来自成都的热
情。”来自巴基斯坦的阿萨德是个直播达人，吃“三大
炮”时不忘举着手机向粉丝介绍成都的小吃，还邀请
好奇的路人出镜。阿萨德告诉记者，在成都做直播，他
不用担心一个人滔滔不绝，只要对路上行人说声“你
好”，就会有人主动回应，“这种友好又热情的氛围与我
在其他城市遇到的很不一样。”

尽管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游戏任务，阿萨德还
是不断被宽窄巷子里的美食拖住脚步。“我想尝试那
只兔子。”阿萨德指着店家挂出的烤兔兴奋地说。同行
的美国人托尼则对茶杯和筷子感兴趣，“我们在成都
了解了很多关于成都的文化，建筑、小吃，戴着面具的
表演，一切都很新奇有趣，令人惊叹。”

作为上海交通大学的留学生，阿萨德特别留意
了成都的公共交通，他选择了骑共享单车去探索城

市。“前天晚上，我跟着导航骑去了天府广场和锦
里，天气很舒服，可以跟人说说话，也可以停下来喝
杯咖啡，这是我在成都非常喜欢的体验。”

重新定义古街
宽窄巷子可做文创基地

在录制节目之前，制片人叶俊杰已经陪同节目组
来成都考察过两个月了。如何通过真人秀展示成都的
历史和传统？如何给时尚综艺节目赋予文化内涵？节
目组曾走遍成都来找寻恰当的切口。当成都的文创名
片宽窄巷子出现在他们面前时，节目组找到了答案。

“用当代的艺术眼光去重新定义古镇、古街，宽
窄巷子的模式在全国都很成功。”叶俊杰表示，成都
的宽窄巷子让他想到了浙江的乌镇、西塘等古镇，都
是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打造传统建筑。乌镇近年来
通过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有了新的活力，宽窄巷子
也适合与综艺节目相结合，打造成“小横店”。他指

出，宽窄巷子已经是成都小吃的聚集地，也有酒吧、
民俗表演等休闲旅游的业态，接待能力较为成熟，能
够满足国内外综艺节目的录制。如果能有专业的影
视公司来做进一步的文创整合，设计一条线路或主
题串起宽窄巷子里全部的文化元素，将会有很大的
市场潜力。“节目录制组想要的就是一个能提供非常
好的录制接待的服务，涵盖了小吃、民间技艺、休闲、
成都的新文化，这样既有特色，也非常利于宣传。”

叶俊杰告诉记者，节目组来自浙江，但有近半
数的工作人员来自宝岛台湾。多地文化融合的团队
对成都有着一致的印象，就是“文艺”。“成都在艺术
方面是非常有群众基础的。”叶俊杰说，在成都的咖
啡厅、茶楼里，可以看到每位店主会把自己对科幻
或摇滚的热爱，融入到店面的设计之中，形成非常
有个性的店铺。“杭州有西湖音乐节和国际动漫节，
来整合资源、发展市场，我期待成都有更多的国际
文化节，来担任起号令天下的角色。” 成都商报
记者 钟茜妮 实习生 周霖 图片由节目组提供

宽窄巷子看成都民俗国际达人：
“成都的文化令人惊奇！”

大 型 原 创 户 外 直 播 真 人 秀 节 目《 国 际 达 人 的 成 都 生 活 》开 跑 第 三 天

红脸！”“黑脸！”“蓝脸！”“白脸！”……龙堂戏院里，各种语言夹
杂在一起，猜测着变脸大师的下一次变化。20名来自全球的国
际达人盘腿而坐，看成都独具特色的变脸大师走近身边，面对
面展示技艺，不时发出惊呼。

昨日，大型原创户外直播真人秀节目《国际达人的成都生
活》来到宽窄巷子，录制第三期节目。通过两轮游戏淘汰的国际
达人仅剩20名，在新一轮的角逐中，他们看川剧、捏糖人、掏耳
朵，体验了一把成都民俗的原汁原味。“

从绵阳市区到迎从绵阳市区到迎
新乡新乡，，六十多公里的六十多公里的
距离距离，，需耗时一个多需耗时一个多
小时小时。。迎新乡地处当迎新乡地处当
地西南边缘地西南边缘，，总人口总人口
仅仅 11..44 万 人万 人 、、位 置 偏位 置 偏
远远。。该乡仅有的迎新该乡仅有的迎新
乡小学乡小学，，四周被田园四周被田园
围绕围绕，，被形象地称为被形象地称为

““田坝小学田坝小学”。”。迎新乡迎新乡
小学在校学生小学在校学生328328人人，，
留守儿童占比超过留守儿童占比超过
7070%%。。

在这个以留守儿在这个以留守儿
童为主的学校童为主的学校，，最闪耀最闪耀
的是足球队的是足球队。。这支几乎这支几乎
全部由留守儿童组成全部由留守儿童组成
的足球队的足球队，，每天在水泥每天在水泥
地上训练地上训练，，却一路过关却一路过关
斩将斩将，，在年初的在年初的““花样花样
年华杯年华杯””全国青少年五全国青少年五
人足球邀请赛中获得人足球邀请赛中获得
全国亚军全国亚军。。

奖杯正在成为他奖杯正在成为他
们改变人生命运的通们改变人生命运的通
行证行证———足球队队长—足球队队长
李毅和今年李毅和今年1212岁岁、、获获
得得““最佳球员最佳球员””的队员的队员
尚国林尚国林，，已获得绵阳已获得绵阳
某著名中学的青睐某著名中学的青睐。。
球队的其他三人球队的其他三人，，也也
被安州区一所好中学被安州区一所好中学
相中相中。。

28日上午11时10分，下课铃声一响，迎
新乡小学6年级的尚国林，和另外几名男生
飞一般奔向了操场，跑向了体育保管室，推
出了十余个足球。

在总教练马顺洗吹响集合铃声前，尚
国林飞起一脚又一脚，把足球踢向了操场
边缘的舞台，整个舞台上，满是足球的印
迹，白色的墙面，早已看不到了光鲜。作为
球队中锋的尚国林，开始抬脚、劲射，然后
感受犹如进球的感觉。

这是一支没有鲜艳色泽的队伍，除
个别同学外，包括尚国林在内的大部分
学生，训练的时候，都穿着平时的衣服，
汗水浸湿了，等待着自然干。经过近一个
小时的训练，尚国林就像是从水里捞出
来一样。

一墙之隔的校外，是安州区所有乡镇
中，唯一不逢集的乡镇，整个街上，行人寥
寥无几，几间卖日常生活用品的杂货铺，也
几乎没人光顾。

从学校往东走两公里路，路边一幢一

层楼的小平房，就是尚国林的家。屋外的一
面白色围墙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足球
印子。

“你又回来拿足球？”虽然已是午饭时
间，但大门紧闭，尚国林用手拍打在门上，
近一分钟后，他的奶奶才打开了房门，对于
住校孙子的突然回家，尚国林的奶奶并不
惊讶。

“我回来拿足球！”没有多余的交流，尚
国林说完，径直走进了属于他自己的一间
小屋。整个小屋，除了一张床外，一面墙上
贴着的十余张奖状尤为显眼。

在小屋里，尚国林从床头旁抱着一只
干干净净的足球，打开了床头的一个抽屉，
拿出一个黑色的袋子，从里面众多奖牌和
荣誉证书中，找出了年初获得全国亚军的
奖牌，轻轻放在了嘴唇边。

“下午和五年级的比赛，祝福我赢，下
次全国比赛，我给你换成冠军奖牌。”尚国
林露出了微笑，一溜烟往学校跑去，他还要
去食堂吃统一的免费午饭。

这次带队到重庆参加“花样年华杯”，对总
教练马顺洗来说，心中既开心又心酸。虽然重庆
温度比绵阳高，但在年初，同样需要穿羽绒服，
其他队的队员们，穿得暖暖的，而他的队员只能
穿着夏季的球衣。

事实上，与硬件条件的艰难相比较。横亘在
小球员面前更艰难的是，家庭“观念”的支持：父
辈们会支持他们走上专业的足球道路吗？

几天前，迎新乡小学为尚国林的足球队举
行了一次颁奖典礼。颁奖结束后，尚国林手捧奖
杯、脖戴奖牌，从奶奶手中拿过手机，拨通了远在
浙江打工的父亲尚锋的电话，接通后，电话那头
传来了机器轰鸣声，夹杂着父亲“喂、喂”的声音。

“爸爸，这次到重庆比赛，我们又得奖了，得
了亚军。”尚国林担心父亲听不见，几乎是吼出
了这句话。“好好，晓得了，我在上班。”随后，尚

国林的手机中传出“嘟嘟”的声响。尚国林克制
住失落的表情，微微笑了一下，亲吻了一下奖杯
和奖牌。

28日晚6时许，趁着尚锋晚饭休息的片刻，
成都商报记者拨通了他的电话，对于儿子取得
的成绩，1982年出生的尚锋其实是高兴的。“但
对农村娃娃来说，最多当成一个爱好，踢不出什
么花样。”尚锋说。

他最担心的还是儿子的身体，连问了记者
三次“尚国林受伤没有”？在他看来，儿子踢球他
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儿子能将爱好踢出成绩，是
儿子的骄傲，也是学校的骄傲，忧的是在水泥地
上踢球，孩子能忍受受伤的疼痛吗？“儿子爱好
足球我会支持他，但对于成为职业化球员，不仅
是现在的学校条件达不到，家中的经济条件也
是难以允许的。”尚锋说。

上周星期天，尚国林高兴地给父亲打电话，
因为他接到了绵阳某知名初中的电话，邀请他
到该校读书。这所学校不仅师资力量雄厚，更有
专业的足球场和教练，给孩子系统的足球培训，
这一切，对于尚国林来说，是不可抵挡的诱惑。

“你爷爷奶奶还要带3岁的弟弟，你一个人
到几十公里外的绵阳读书，周末哪个来接你？”
当尚国林告诉父亲好消息后，尚锋态度坚决。

“我不要哪个接，我自己能走路，能赶车，不
行我就住在学校，我就要去绵阳读书。”尚国林
12年来第一次对父亲发飙了。但他的发飙，消失
在父亲挂机后的“嘟嘟”声中。

在水泥球场上摔过无数次，流过很多血的
他，没有哭过。这一次，他哭了，只能求助自己的

老师、教练，希望能让其跟父亲沟通。
“他有很好的足球天赋，现在正是重点培养

的时候，如果你们放弃这次机会，对孩子来说是
一个伤害。”马顺洗也有些无奈，他不能替尚锋
做决定，只能希望尚国林的奶奶劝劝儿子。

尚锋拒绝儿子到绵阳读书的理由，主要是因
为他们不在身边，担心孩子一个人在绵阳的安
全。同时，在绵阳名校读书，学杂费也是他考虑的
因素，毕竟对一个只能靠打工维持生计的农村家
庭来说，昂贵的学费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压力。

29日下午，经过三天思考，尚锋的态度有所
改变，他准备星期五等尚国林回家后，再打电话
与其沟通，再次听听儿子的意见，最后进行综合
判断。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摄影报道

绵阳偏远乡镇小学足球队绵阳偏远乡镇小学足球队
夺得全国亚军之后夺得全国亚军之后————

葡萄牙足球运动员C罗，是尚国林的偶像。
他在学校图书角的杂志上，读到了C罗小时候在
水泥地的大街上练球的故事。在尚国林眼中，他
比偶像C罗幸运，他的训练场地，至少是一块平
整的水泥操场。

当天下午的比赛，如期举行。像电视播放的
足球赛那样，精彩的盘带、过人、射门，屡屡出
现。一脚劲射后，足球飞出了两米多高的围墙，
飞在了墙外的田地中。尚国林等人急忙跑到总
教练马顺洗的旁边，取出一把钥匙，来到围墙最
右侧。这里，有一个从墙上打出的小洞。尚国林
用钥匙打开洞口的小铁门，几名队员依次钻了
出去，在村民的菜地里寻找足球。

这个小洞，是马顺洗和校长高晓庆商量后
打开的，因为以前足球被踢出围墙后，学生们为
了找回足球，直接翻越两米多高的围墙，或者从
校外街道绕行近十分钟才能到达菜地，为了保
证学生们安全，才挖了这个小洞。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条件再差，也要让
孩子们锻炼好身体。”马顺洗还记得2008年地震
前，当时40多岁的马顺洗自掏腰包从绵阳买回
足球，开始教学生们踢球。没有球门，就搬几块
砖放在两边。在这样的环境下，迎新乡小学足球
队在安州区、绵阳市的足球比赛中，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的好成绩。这次，甚至取得了“花样年华
杯”全国青少年五人足球邀请赛的亚军。特写 场上是最佳球员 场下是留守儿童

人物 都在水泥地练球 我比偶像C罗幸运

冲突 当一个专业球员？“最多当成爱好”

未来 踢球的少年 能走出“田坝小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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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乡小学，是绵阳众多不起眼的乡镇小学之一。这里的大部分学生，会按照
对口划片原则，进入邻近乡镇的初中学校，在安州区的较好初中，只有不到10人的
名额。能进入绵阳知名初中的学生，不足1%。

年初的“花样年华”杯是第一个机会，让迎新乡小学这群留守儿童首次走出绵
阳。而他们获得亚军奖杯，成为第二个机会，让这群小球员获得了名校的“橄榄枝”。

然而，摆在面前的现实是，他们以及他们的父辈，都说不清楚——通过踢
球，到底能不能踢开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

迎新乡小学的孩子们在水泥操场上训练足球

训练比赛时，足球经常被踢到围墙外的田地里，孩子们从墙脚的小洞进出找回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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