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内加尔位于非洲西部，其文学、音
乐、舞蹈艺术在非洲乃至全世界都非常有
名。但是由于相距遥远，加上语言的隔阂，
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文化知之甚少。最近
记者遇到一位翻译当地史诗的中国青年程
纬，他的故事和经历，让我眼前一亮。

“我想学会沃洛夫语，翻译塞内加尔史
诗。”他说。

程纬，“80后”，瘦瘦高高的个子，一头
飘逸的长发，说话也略显腼腆。学计算机
出身的他，爱好文学与艺术，并自学了法
语，还是个十足的旅游达人。通过骑车和
搭车这样一般人看上去非常艰苦的旅行方
式，他的足迹已经遍布亚洲、非洲、欧洲、美
洲的30多个国家。每到一地，他都会尽力
用自己的方式融入当地百姓生活，感知历
史与现实在每一片土地上留下的不同
印记。

说起对塞内加尔的第一印象，他提到
的是塞内加尔的音乐，尤其是塞内加尔的
鼓声。热带地区明快的打击节奏，配上走
街串巷的“戈里奥”（非洲游吟诗人）高亢悦
耳、词句押韵、口口相传的史诗，这一切都
让他入迷，让他兴奋。6个星期前，他还在
摩洛哥游历，突然就萌生了到塞内加尔学
习沃洛夫语的想法。

通过一路搭车旅行，经过西撒哈拉、毛
里塔尼亚，他终于抵达了塞内加尔，在达喀
尔安顿下来。这位中国青年自费找到了达
喀尔大学的一名教授，正式学习起当地主
要语言——沃洛夫语。对这位教授来说，
他也是仅有的外国学生。每天和当地人一
起，搭公交车去上学，自己买菜做饭……他
还尝试着用沃洛夫语和邻居、商贩交流，乐
此不疲。当地人发现一个中国人能说如此
好的沃洛夫语，对他们的文化如此感兴趣，
也非常愿意和他交流，言语中透出对自己
国家文化历史的自豪感。

程纬说，学会沃洛夫语，主要是想做
三件事情：第一是要翻译塞内加尔史诗的
部分节选，内容是关于塞内加尔历史上
一位著名的君王阿尔布里·恩伽依的。虽
然这部史诗已经有了法语译本，但他还是
想通过沃洛夫语将其直接译为中文，这样
可以最大程度保持文本的原汁原味；第
二件事，是想翻译塞内加尔民歌选集，主
要是当地游吟诗人传唱多年的歌谣，这
些歌谣浓缩了千百年行走的历史；第三
是想找一位当地的戈里奥，完整记录一
次他的演唱过程，将内容翻译下来，让这
种在非洲也逐步开始消亡的传统文化形
式得到保存。

作为一个外国人，要想掌握当地语言，
翻译当地史诗，特别是在翻译过程中要面
对很多特定历史典故、人名地名、比喻和隐
喻，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象。但是这个中国
青年舍得沉下心，花时间和精力，来做这样
一件外人看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且不计得失、不求回报。对当代中国青
年来说，这体现了一种令人敬佩的精神：对
多样文明的真心尊重，对世界的好奇，对兴
趣的无限热爱，以及为完成梦想所付出的
努力、行动和坚持。我们希望他能够早日
把来自西非的声音带到神州大地，让更多
中国读者，能跟着他的笔，走进百年前的塞
内加尔，在猴面包树下，在激动人心的鼓点
声中，聆听来自远古的声音和传颂多年的
故事。

让我们看看程纬笔下已经译成中文的
塞内加尔诗歌，是多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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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他的笔

聆听塞内加尔的诗
□ 郭 凯

这个中国青年舍得沉下

心，来做一件传播文化的事

情，而且不计得失、不求回

报，令人敬佩

大 风 笑 言 自 己 在 50 岁 之 前 也 爱 旅
游，但那时纯属“享乐游”，哪儿舒服去哪
儿 ，还 讲 究 一 个“ 三 舒 适 ”：交 通 工 具 舒
适、下榻旅店舒适、游玩项目舒适。“人生
在世，干嘛要跟自己过不去呢？”他面带笑
意地停顿了一下，但这一切全在 51 岁那
年改变了。

改变的契机是他参加了一次贡嘎雪山
西线的 6 日纯徒步越野，时间是在 2012 年
10月初。当时仅仅是看到《中国国家地理》
杂志上最新评选出了“全国十大最美雪峰”，
号称“蜀山之王”的贡嘎雪山一片悬浮在半
空之上的银光凛凛，实在美得炫目，毫无任
何户外经验的他一看到就移不开眼，一激动
不知就怎么站到了雪山下，还拖着自己的太
太一起来“放松身心”。

到了集合地才发现，自己 51岁，在平均
年龄 35岁的登山团员中实乃名副其实的老
大哥。而且在户外经验上，这位老大哥还是

一个经验为零的“小白”。
“当时连户外用品都不会用。”大风和太

太乐呵着走了半天，才被同行的朋友提醒
“赶紧把你们登山杖最下面那保护盖取下
来！”虽然经验不足，但大风偏偏有一颗不服
输的心，6 天 5 夜的徒步旅程，在平均海拔
4000 多米的雪山腹地蜿蜒前行，经历了高
原反应、发烧、冷雨扑面，他愣是自己扛着 5
公斤的装备，成了全团唯一没骑马、没向导
游求援的人！

即使这样，整个徒步下来，他印象最深
的也不是自己吃的苦和累，那些极度逼近的
自然之美撼动着他的心魄，“好像轰然打开
了心灵上的天窗”。他在万籁俱寂中看到了
雪峰之上银河系那巨大的光带，天际无比深
远，自然之神微微低下它巨大的头颅，自上
而下地向人类袒露出它宏大的本原。最遗
憾的是在子梅垭口，本来是眺望贡嘎顶峰最
好的观景地，可由于云层压顶，他与这位蜀

山之王终究缘悭一面。
那次回来以后，大风觉得自己心里有什

么东西咯噔一下发生了质变。经过半年的
肌肉训练，第二年 4 月，他又将目光瞄准了
著名的四姑娘山。

被称为“蜀山皇后”的四姑娘山主峰海
拔 6250 米，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十大登
山名山之一，也是很多职业登山者心目中
难以征服的巨大挑战。作为国家千人专
家，书生气了一辈子的大风热血上涌，首次
挑战就越过了难度相对最低的大峰，将目
光瞄准了 5454 米的二峰。二峰马上就不
露声色地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穿越过阔叶
林，眼前的针叶林、灌木、草皮和苔藓渐次
出现，意味着海拔在节节攀升。到达海拔
4000 多米雪线以上时，大风发觉自己已然
到达荒无一物的生命禁区。离登顶还有
200 多米距离时，风雪越加凄迷，他发觉自
己已到达体力的极限，由脚趾到膝盖仿佛
节节石化。他独自一人陷没在雪地里难以
为继，无奈只得放弃。两个月后的端午节，
他稍事准备后卷土重来，却再度在距峰顶
不足 100米的地方黯然放弃。

至此他终于见识到二姑娘峰的“泼辣”，

无奈把目标转移到稍微温柔一点的大姐
——海拔 5355 米的大峰。当年国庆假期，
他全力冲击大峰，临到最后关头又差点放
弃。“天气实在太差了，一路上不断有其他登
山者放弃折返，这对自己的心神也是一个极
大的考验！”他犹记得自己走五步就要原地
杵着雪杖休息一下：“真是咬着牙，靠着毅力
在一步一步倒计时。”登上山顶的那一刻，此
前咆哮的风雪统统被他踩到了脚下：“心底
忽然无比澄明，目之所及，群山匍匐，那一刻
觉得未来人生再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都无所
畏惧了！”

这样精彩的分享一发朋友圈，自然引
来大家的啧啧羡慕。2015 年端午节，受到
大风感召，他的 4位高中同学从北京飞赴成
都，和他一起再度挑战大峰。平均年龄 55
岁的老同学们，就这样别开生面地将同学
会开在了雪山之巅。其中有位从事金融行
业的同学，体重几近 200 斤，为了这次登
山，经过几个月的运动专门减重 20 斤，就
是为了以更好的状态一次登顶成功。当一
帮“老男孩”们在雪山之巅并肩而立、举起
自己的雪杖时，他们忽然觉得，其实青春从
未远离。

雪山之巅的“老男孩”
□ 李咏瑾

当一帮“老男孩”们在雪山之巅并肩而立、举起自己的雪杖

时，他们忽然觉得，其实青春从未远离

随着 2022 年冬奥会脚步日近，青少年
冰雪运动越来越受到重视。一系列政策利
好以及各级别青少年冰雪体育赛事轮番上
阵，也让冰雪运动的“磁场效应”日益显现。
但相比起预期，目前我国青少年群体从爱好
到培训的转化率依然很低，青少年冰雪培训
市场仍有巨大潜力可挖。

做实青少年这个底座

这个冬天，来自四川雅安的一群孩子
第一次来到河北沽源，代表四川队参加
2018年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冬季阳光体
育大会河北分会场的雪地足球比赛。对于
长期生活在南方的青少年来讲，冰雪非常
有吸引力。虽然天气寒冷，但是孩子们对
比赛的热情丝毫未减。

“南方的天气普遍不是很冷，孩子们难
有机会参加冰雪活动。通过参加此次大
会，对普及青少年冰雪运动、开拓兴趣具有
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雅安市业余体育学
校副校长任宥伊对记者说。

冬季阳光体育大会的前身是小型冬令营，
但现在已逐渐发展成为每年冬季全国性青少
年大型综合类体育活动，且社会关注度一年高
过一年，内容也更加丰富。参与大会筹备的河
北省沽源县体育局局长李强介绍说，今年的冬
季阳光体育大会共有7个省市参加，467名运
动员参赛，无论是参赛规模还是比赛项目的竞
技化水平都比往年有所提高。

“通过赛事的举办，开展冰雪系列体验
和展示活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自觉参与
到冰雪活动中。拿速度滑冰为例，前几年
这个项目只有五六名选手报名，但今年这
一项目的报名人数就超过了 100 名，而且
选手的竞技水平也越来越高。”李强说。

不过，类似冬季阳光体育大会这类体
验式活动，只能让更多青少年对冰雪运动
有基本的认识和兴趣。要保持热度，还需
在当地有开展冰雪运动的场所。曾参加过
冬季阳光体育大会的江苏少年柏昊源对冰
雪项目情有独钟，但他坦言，在家乡，由于
硬件设施欠缺，平时很难参与冰雪运动，想
长久保持热情确实很难。

2016 年 11 月，国家体育总局等四部门
联合发布的《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
2025 年）》明确提出，到 2025 年，要实现直
接参加冰雪运动的人数超过 5000 万人，并
带动 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其中，青少年
既是未来冰雪运动的主力军，更是整个冰
雪事业“金字塔”的基础。业内人士指出，
无论是发挥冰雪资源和传统优势,实现“3
亿人上冰雪”的目标，还是发展冰雪产业和
体育产业，都需要把青少年群体这个底座
做牢做实做好。

培训潜力大 困难亦不少

开设培训课程，或许是维持青少年冰
雪热情最重要的方式。如今，即便是上海、
广州在内的众多南方城市，也建设了不少
冰场为周边学校提供冰上课程。一些地区
甚至开始对深入发展青少年冰雪体育作出
制度性安排。

比如，以往比较小众的冰球项目，近年

来越来越被年轻家长所接受。在不少冰球
机构里，甚至可以看到年仅 4岁的孩子已经
开始上冰训练。

正值寒假，在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昆
仑鸿星小狼国际冰球俱乐部（下称小狼俱
乐部），记者遇到了带孩子前来参加训练的
宋女士。宋女士的儿子从 8岁开始打冰球，
至今已有近 6 年时间。她的小女儿也在两
年前开始冰球的系统训练。

“冰球项目不仅需要球员在场上默契
配合，对技战术和应变能力等综合素质也
有很高的要求，是一项充满智慧的体育运
动。孩子打冰球之后的收获是显而易见
的，包括增强身体素质、提高意志力等。这
些积极变化，也是我一直支持他们打冰球
的主要原因。”宋女士说。

曾多次代表国家参加国内外冰球比赛
的小狼俱乐部总经理金磊本身是一名国家
健将运动员。他告诉记者，随着冰雪运动
的发展，目前北京的冰场数量迅速提升，参
加冰球训练的青少年也越来越多。经过 10
余年发展，小狼俱乐部现已拥有近千名青
少年运动员。

不过，从消费水平来看，冰球确实是一
项贵族运动。宋女士坦言，在孩子所参加
的各类课外培训班里，冰球花费是最高
的。平均算下来，一年在两个孩子身上仅
冰球培训的投入就不下 20 万元。这还不
包括球杆、球服等相关冰球设备。

“随着孩子不断长高，身上的装备需要
频繁更换。此外，参加各项比赛的费用也

不菲。”宋女士说。
尽管冰球培训价格不菲，但不少有经

济基础的家长仍愿意给孩子花这个钱。金
磊坦言，从目前情况来看，冰球依然是许多
较低年龄段男孩子的优选项目。但大范围
地把一次性的“上冰雪”变成深入其中的

“培训”尚有一定难度。
“小狼俱乐部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打造

一套冰球培训体系，助力国家冰球队的人
才培养。但从竞技角度说，我国冰球运动
员的职业化程度还远不能与足球、篮球等
项目相比，大多数冰球爱好者没有上升通
道，升学或进入职业化的道路并不畅通。”
金磊说。

“最难的是坚持。要让孩子坚持住，首
先需要家长坚持。许多小朋友因为学业等
各种原因，培训几年以后就中断了。像我
们这些年一直坚持下来，确实很不容易。
现在孩子每周至少上两次冰雪培训课，但
同时孩子的学业也比较重，训练主要集中
在课后时间。我们也呼吁学校减负落到实
处，实现二者兼顾。”宋女士说。

推动上冰雪 教育得跟上

在北京申冬奥的背景以及“3 亿人上冰
雪”的目标指引下，冰雪培训能否成为未来
的一个主流生意呢？

金磊坦言，作为冬季运动的头号项目，
冰球在中国的推广普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目前在小狼俱乐部一天培训学员可达
到 230 多人次，但这一数量还远没有达到
冰场的最大承载水平。在他看来，如果青
少年参与冰球运动始终需要付出比较昂贵
的成本，即便是在北京这样的经济发达城
市，即便青少年冰球运动出现“火爆”现象，
也很难长期维持。

业内人士认为，在市场运作中，体育培
训需要更为精细的教育理念支撑。只有教
育与市场共同进步，体育培训才更具现实
意义。其中，冰雪进校园、运动场地、专业
教练等成为推动发展的关键词。

李强认为，冰雪进校园是目前国家大
力推广的项目，也是为了让更多孩子能够
接触到冰雪运动。冰雪进校园主要体现在
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校内部分主要是教
学和青少年比赛；校外部分可以通过培训
和冬令营等形式渗透冰雪概念。

同时，大量青少年涌入冰雪培训市场，
意味着需要大批量不同水平的冰雪运动教
练和教师。目前北京已经有许多中小学被
授牌冰雪运动特色校，但专业的冰雪教练
数量仍然比较稀缺。

“以冰球项目为例，目前国内冰球的特
色培训还是以外教为主，而以冰雪进校园
计划的推进速度来说，教练培训必须要加
快前进步伐。另外，还要从学校入手，加强
冰上培训规范化、机构化，建立冰上运动项
目职业联盟和高校体育联盟，打造冰上项
目联赛，这些对普及青少年参加冰雪项目
显得尤为迫切。”金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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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育少年 来日上冰雪
□ 韩秉志

▲几名少年冰球队员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冰面上

练习冰球。 新华社记者 李俊东摄

▼小朋友在吉林省长春市儿童

公园冰场内滑冰。

新华社记者 林 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