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17体坛风云人物年度大众体育精神奖候
选人名单里，有一位候选人段小虎的故事显得与众
不同，在他所在的陕西省黄陵县，这里的广场舞显得
很特别，国内其他城市广场舞大妈们都是“各自为
战”，而黄陵县的广场舞大妈们每到傍晚都全部聚集
到文体广场，且老师只有一个！那就是黄陵县农民、
兼职广场舞教练段小虎！

2012 年，因为父母年迈，段小
虎回到了老家，在家里待了一个
多月把农活做完后，他看到县城
里跳广场舞的人很少，于是骑着
一个三轮摩托，把从南方带回来
的大音响拉到了广场上开始了第
二次“创业”。“第一天放音乐的时
候看的人多，跳的人少，第二天晚
上就慢慢地有人跳了，第三天一
下子人越来越多，当时上午一场
下午一场，每天我就骑着摩托把
音响拉上拉下，后来文化部门提
供了一个房间放音响才结束了这
样的搬运。”

段小虎更喜欢用“漂云”这个

名字和跳时的状态。“现在我家有
10 多亩苹果园，白天在地里干农
活，早上和傍晚就骑摩托车来县城
教大家广场舞，从2012年开始到现
在，只要不下大雨就每天来。”段小
虎说道。

最多的时候，段小虎带领的广
场舞队伍人数超过了 1000 人。“冬
天气温低，所以现在来跳舞的人
少，夏天是人最多的时候。带大家
一起跳，也参加一些市里和省级的
比赛。”段小虎说，“我们的队伍规
模一直非常庞大，在整个延安市都
能排得上名次。这几年因为县上各
社区的公共体育场所、设施越来越

完善，逐渐分流，现在队伍人数基
本稳定在400多人。

30多个U盘，每一个都装满了
200至300首不同的歌曲，每一首歌
曲都对应一支不同的舞蹈。随机响
起其中任何一首歌曲的前奏，段小
虎都能流畅地跳完一支舞。舞蹈动
作大部分是从网上学习，也有一些
带有自己风格的原创，如今，段小
虎自己编排的原创作品已经超过
了100首。

现在，段小虎成立了黄陵县唯
一的一支广场舞协会并任会长，他
的创业梦还在路上。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陕西农民段小虎入围“2017体坛风云人物年度大众体育精神奖”而爆红网络

黄陵，因县北桥山有黄帝陵而得名。
冬日的黄陵，天气颇为寒冷，白天的气温仍在

零度以下，街上行人寥寥。傍晚6点，跳广场舞的
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黄陵县文体广场。

旋转，跳跃，不停歇。与人们印象中的西北汉
子不同，段小虎身材并不高，因为长年跳舞的缘
故，身材显得比较匀程，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加
上时髦的衣着，看上去和大城市里人没有区别，
但漆黑的脸庞和粗糙的双手提示着别人他经常
干体力活，这位 44 岁的男人站在广场的主席台
上，随着音乐翩然而起。人群的目光，如同聚光灯
般追随着他。这一刻，他是光鲜的舞者——“漂
云”，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段小虎。老年
队、中年队、青年队，轮流登场……一曲奏毕后，段
小虎走到简陋的音响控制台，把舞蹈从优雅舒缓的
交谊舞，切换到了热情奔放的探戈。

天色渐渐暗下来，但黄陵县文体广场格外明
亮，段小虎带领着近 200 名广场舞爱好者，随着
音乐节奏摇曳着舞步。很多年前，舞蹈是段小虎
的业余爱好，如今，教广场舞是他的“兼职”工作
——黄陵县体育中心每个月给他发2000元的工
资，安排他在县体育场教授广场舞。

段小虎与广场舞结缘来自于
他一段失败的婚姻，段小虎的家坐
落在黄土高原特有的“塬”上，黄陵
县城在“塬”下，距离他家有60里，
如果开车需四五十分钟，出黄陵县
城，走过一段山路，就爬到了“塬”
上，在这个几十平方公里的“塬”
上，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种着苹
果，而在20年前，这里只能种植小
麦等农产品。“可能因为家里太穷
了，妻子要和我离婚，2000年时，我

就想到南方去闯一闯，当时有了一
个女儿，我就把她拜托给父母，身
上揣着几百元到了东莞，进了一家
企业当工人，才到东莞时，经常一
个人在楼梯上喝酒，然后想起妻儿
就默默流泪。”

段小虎说：“我读过美术学校，能
写写画画，进厂没多久就从工人成为
了管理人员，有一天来到一个广场，看
到一些人在那里跳舞，一下子就吸引
了我。我在学生时代经常组织晚会，所

以也对跳舞相当感兴趣，从此我就充
实起来，白天在工厂里上班，下班时间
一到，就把脸洗一下，换上专门为跳广
场舞准备的衣服就往广场冲。我从小
就喜欢舞蹈，但一直没有机会进行专
业学习，就跟着电视上、网上模仿学
习，平时也自己练一些新动作，除了在
家里练，每天一大早还拿个小音箱一
个人在公园里练。”不久，段小虎就成
了广场上跳得最好的人，而一些大妈
们也让他去教学。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跟着他跳，
慢慢地，把广场舞搞成一项长期的
事业让段小虎心里有了一套方案，

“和北方只是大妈跳舞不同，南方
夜生活比较丰富，晚上出来跳舞的
人非常多，有男有女，上至70多岁，
下至20多岁，我就试着把他们组织
起来，先是一个月 300 元雇了一个
人专门看音响，在广场上组织一个
小时的广场舞、一个小时的交谊
舞，还成立了一个拉丁舞队。”

到了2003年，段小虎靠广场舞
一个月收入1万多，“我组织了一个
团队，先是到商场的入口或村子里
去展示，一般三天下来就有很多人
跟着跳，接下来就和商场或村子里
的负责人谈，比如一个点位每个月
2000元，我让团队里的一个人每天
晚上去教学，每周交两三个舞蹈，我
自己得1000元，到我回黄陵的时候，
我的团队已经有10多个教学点了。”

除此之外，段小虎的团队还承

接企业开业庆典等演出活动，“团
队里还成立了民族舞队、爵士舞
队、拉丁舞队。”他也成了一个大忙
人，为此还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
晚上到处“视察”。

随着事业的如鱼得水，2009
年，段小虎也收获了第二段婚姻，

“我现在的妻子是小学同学，她非
常支持我跳广场舞，回黄陵后跟着
我学跳舞的基本上都是女的，对一
些风言风语她都不为所动。”

光鲜舞者叫“漂云”
一边拿工资，一边当偶像

婚姻失败下南方
广场舞成为心灵的慰藉

爱好变成事业
骑着摩托车到处“视察”

回老家第二次创业
编排的作品超过了100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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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3
和排列5”第18002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
码：644。排列5中奖号码：64412。●电脑

体育彩票“七星彩”第18001期开奖号码：7985549。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8002期开奖结果：928。●中国电脑型
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8001

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8、11、26、01、31、08，蓝
色球号码：04。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兑彩票

四川省与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上，有一条横
跨悬崖绝壁和滚滚江水的空中走廊——溜索。它
长470米，高260米，由一个悬在钢缆上铁箱载运
着两岸居民。这座溜索也被称为“亚洲第一高溜”，
是四川境内金沙江上最后还在运行的溜索。预计
今年5月，下游500米处的双车道跨江大桥就将竣
工通车，这条溜索将完成历史使命，光荣退休。

成都商报记者近日在现场看到，2米见方的
溜箱悬在两条拇指粗的钢缆上，中间是一条小指
头粗细的牵引钢绳。溜索两头有15米的落差，跨
度470多米，距江面280多米高，溜索运行一个来
回大约十多分钟。坐在溜箱里，耳边是呼呼的风
声，脚下是近300米深的峡谷，江水奔腾，左右两
岸则是峭壁。

71 岁的蒋世学是溜索的发起人，他告诉记
者，“在1999年，鹦哥村十多个村民凑钱12万建
成了溜索。如不坐溜索，要想绕路经过有桥的路
到对岸，要花费一整天。溜索最开始是靠人力推，
后来有了柴油机带动，最近几年用上了电动机。”
十多年来，溜索成了两岸群众最便捷的出行方
式。“希望跨江大桥通了后，溜索能作为一个特色
旅游项目保留下来。”蒋世学说。

成都商报记者 张直 摄影报道

川内金沙江上

最后的溜索今年退休

连接四川布拖县龙潭镇冯家坪村和云南巧家
县鹦哥村的溜索。

这条溜索由鹦哥村村民蒋世学负责，他正在
为溜索加注润滑油。

溜索下游500米处，冯家坪金沙江溜索改桥工程正在施工。

白天伺候苹果树
傍晚教授广场舞

段小虎在教大妈们跳舞

冬季的昆明大多数时候是“春天”的，但今年只有一
支中超球队造访的海埂基地或许除外。

作为中国足球职业化最早的金牌训练基地，坐落在
滇池旁的海埂基地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程见证了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起伏兴衰。20年前，每个冬天，这里都
会填满包括国字号球队在内的中国绝大部分一线职业
球队。教练、球员、记者会把海埂基地营造成中国足球最
温暖的一个窝。

可惜，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去年的海埂就已经只有
几支中超球队光顾。今年，则更为冷寂，只剩下了天津亿
利一支中超球队来到海埂。

海埂基地如何完成“自救”？成都商报记者实地探访
获得了不少意料之外的答案。

求生
投资800万元改建健身房

成都商报记者由海埂基地北门进入，右手边是数片
才建好的塑胶5人制足球场。再往里，草皮规整如初。正
午的海埂特别安静。

据才来不久的管理人员詹富说，“北门这边原来都
是荒地，这些新草坪全是才改建的，推拉门也是近日才
安好。前一阵运出去好几十车旧设备、旧东西。球类馆那
边全都腾空了，我看到旧毛毯都拉了好几车出去。现在
全部重新装修后要换新的了。”

海埂基地营销中心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海埂基
地刚投资了2000多万对全基地的硬件设施进行了全面
升级改造。“过去健身房是我们的短板，但今年我们已投
资了800万元进行改建。”

如今，随着大批外籍教练入驻中超，不少中超球队
也在冬训期间选择了出国拉练。近几年由于气候变化，
昆明的冬季也出现过下雪、低温等极端天气，很多球队
都有顾虑，所以来海埂基地冬训的中超球队数量一年比
一年少。

中超元年，到海埂基地冬训的球队还有十多支队
伍，“现在，来基地训练的主要是中甲、中乙的球队。”该
基地工作人员透露道。

求变
现在每个部门都有经营任务

随着市场化的进程，海埂基地也被迫走上了一条转
型之路。

“在保证国家队训练的条件下，我们是对社会全面
开放的。基地改造后，条件已十分优化。在我们这儿，每
人每天最多不会超过500元的消费，而在国外训练，那
价格是十分高昂的。”据该基地工作人员介绍，海埂基地
现拥有16块足球场，之前的一块足球场已被改为了做
高尔夫球场。目前篮球馆正在改造升级，篮球场也已增
至14块。在生活配套设施方面现有近900个床位。”平均
每年冬训期间，海埂基地都要接待600多人次。在场地
维护的问题上，每年的消耗接近了300万元。

“上世纪90年代，当时甲A球队到我们这儿来冬训
都是有关部门统一安排的。但从2000年后已开始了市
场化运作。而从2011年后，这样的变化也就更显著了。”
该基地工作人员回忆道。现在的海埂基地员工已不像曾
经那样靠“旱涝保收”的“规定”过日子，“现在，我们每个
部门都有经营任务，需要我们工作人员自己每年向各支
球队发出邀请。这其中的危机感不言而喻。”这也使得海
埂员工，“从我们过去被动接受，到现在主动去邀请，这
是一个我们主观思维的转变。这让我们感受到了极大的
经营危机。”

过去的海埂基地是有淡旺季之分的，“原来我们只
针对足球训练。现在，我们已开始往更综合的方向发
展。”据该基地工作人员介绍，“现在的海埂基地会利用
全民健身向社会开放，承接不同的比赛和训练科目。游
泳、散打、篮球、高尔夫等项目都是在基地内可以很好展
开的。不过，冬训还是我们的主要阵地，这一块的收入要
占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现状
大门前的烧烤摊都已消失

在不少常年跑海埂基地的老记者心中，基地正门口
原来是夜市如虹的。各种百货店和烧烤摊都铺到了滇池
边。但这次当记者一出基地正门时，看到的则是成片的
绿化带。冬季的滇池堤岸上，红嘴鸥成群地在盘旋。

“现在我们这个片区已经越来越规范了，以前门口
的餐馆全都拆迁到了另一个地方。”该基地工作人员说，

“因为运动员的检测相当严格，所以以前在基地门口的
烧烤摊，现在都不见踪迹了。各家球队的管理也更严格，
教练员的要求也在提高，运动员的自律性也在逐渐提
升，因为这直接关乎他们的职业生涯”。

现在基地的伙食主要以牛羊肉为主，“如果是国家
队来，他们的牛羊肉是特供的。我们的食品来源都会集
中采购，留样备查。”

走在基地的路上，记者碰到了51岁的园艺工赵永
平。他10年前就在基地游泳馆做救生员，当时每月只能
拿到600多元的工资。赵永平告诉记者：“前些年还没成
立园艺科，原来基地内的公路是通不了车的。现在都全
部重新建设了一遍。”他指着周围还留存着漆味的办公
楼说，“这些都是近些年才建起来的。”

成都商报记者 张涵 发自昆明

今冬居然只有一支中超球队造访

投资2000万全面升级
海埂基地期待再续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