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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县属于亚高原地区，这里的
人体摄氧量、肺活量、血色素等都要
高于平原地带，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
和人才优势。

20年前刚参加工作时，面对太白
县中小学体育成绩连年在全市排名
末位的现状，闫天让暗下决心，“从我
做起改变体育训练落后的局面。”

2012年俄罗斯国家竞走青年队
教练员康斯坦丁来陕讲学，每市只限
一名市体校教练员参加。闫天让找
自己的教练帮忙疏通，终于感动了省
田管中心。

“上好每一节体育课不但是老师
的责任，而且关系学生的将来。体育
教学不是让每个学生都去争当冠军，
而是要让他们养成锻炼习惯，拥有一
副健康的身体。”

每到一所学校，他就拉起一支田
径训练队伍，想着法子变花样调动孩
子们的运动积极性，跑公路，爬山坡，
下山沟，组织模拟比赛，赛前训练强
度提不高，他一着急换上跑鞋冲上跑
道亲自做陪练带着队员跑。

为了能够留住优秀的训练苗子，
闫天让经常家访，坚持和学生及家长
交流，让他们明白，只要合理安排训

练和学习时间，不但不会影响学习，
而且有利于成绩提高。为了稳住队
伍，激发队员积极性，他经常自己掏
钱给队员们买运动鞋、衣服做奖励。

从 2002年开始，闫天让所带的
33名队员，陆续被输送到陕西省田径
管理中心、省体校、市体校。因为成
绩突出，他连续十余年荣获省、市、县
优秀教练员称号，被县上授予教书育
人突出贡献奖。

2014年 11月，太白县咀头初级
中学被陕西省田径管理中心评为高
原耐力项目训练基地，直到现在都是
全省训练点中成绩最优秀的。校长
赵宝平对闫天让很支持，他说体育教
学和文化课学习其实一样重要，“闫
天让老师用自己的热情和技术特长，
让学生把两条腿都动了起来。”

闫天让是县政协委员，他的提案
都围绕着全县的学生体育运动话
题。“乡村小学普遍没有专业体育老
师，体育课在一些乡村小学、初中三
年级之前，还没有真正被重视起来，
在许多地方，体育教学还只是在为应
对中考搞突击，这不是体育教学的目
的和体育精神的真实意义。”

文/图本报记者孙涛

编外教练“闫导”
新闻提示

宝鸡市太白县小学体育老师闫天让，20年前就把目光从太白山
下投向全省乃至全国赛场上。他从普通农村学生中发现体育苗子，
坚持科学训练，将33名学生送进省田径队和省、市体校，多名学生成
为职业运动员，在国内外赛场拼搏，为家乡和国家争光，闫天让这个
编外教练，被誉为“山区孩子的伯乐”。

乘坐最后一班飞机，1月18日晚，王朝朝从
云南辗转赶回了位于宝鸡市太白县的老家。第
二天一大早，在县医院接受完高考前体检后，又
马不停蹄地返回云南的训练基地。除了即将参
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陕西省
男子田径竞走队运动员，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运
动会的种子选手。

母亲李常娥记得儿子说了两件事情：自己
这段时间一直坚持训练，但成绩却没有提高，
所以不敢向启蒙教练闫天让汇报自己的训练
情况，免得他犯急；今年高考志愿升格，准备报
考北京体育大学，将来也做个像闫导那样的体
育老师。

王朝朝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不让家里
为自己贴补生活费，今年春节前，还给家人买
了棉衣，并留下 2000 元置办年货。李常娥感
觉“孩子一下子懂事了”，面对孩子眼前这道
坎，全家心里一片茫然，只好给闫天让打电话
讨主意。

“你的训练遇到了瓶颈期，这很正常。”闫天
让随即在微信上给王朝朝做解释，同时鼓励他，

“要坚持！你会有突破的。”
在李常娥印象里，儿子王朝朝从小就好动，

最爱上体育课，但文化课成绩提不起来。上初二
的一天，忽然对家里人说，自己要参加学校田径
队，练习竞走。

他父亲一听就摇了头，“电视上看过。大男
人走路怎么像女人一样扭屁股。”母亲李常娥认
为，“孩子早出晚归去锻炼，上不了高中回家种菜
也有一副好身体。就当让闫导帮忙看孩子吧。”

其实，王朝朝已经跟着闫天让练了两年。“他
在体育上有悟性，也好动脑筋，肯吃苦，不服输，
是个好苗子。”闫天让开始只让王朝朝在训练场
外见习，对于他的热心帮忙也不给笑脸。“磨了一
段性子后，才让他进队，并且要求每天早上6点
准时赶到体育场。”

两年后，闫天让带着王朝朝到市体校毛遂
自荐，“教练做了测试，没看上。”闫天让又把王
朝朝推荐给省体校任教练的师兄，“缠着人家，
让把王朝朝留下来参加训练，因为我相信他有
潜力。”

王朝朝果然不负众望，竞走表现尤为突出。

当年在陕西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暨第十六届运
动会资格赛竞走比赛中，获得男子甲组20公里
第一名。

在 2018年 3月举行的全国竞走赛暨国际
田联世界竞走团体锦标赛选拔
赛男子青年组 10公里竞走比赛
中，这个来自秦岭深山的农家
子弟以 40 分 42 秒的好成绩获
得第二名，成功入围此次比
赛并代表中国出征选拔
赛，然后又以 40 分 12 秒
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男
子青年组 10 公里赛事
亚军，帮助中国队获得
了该项目的团体冠军。

获得世界冠军后，
王朝朝一回到老家，就
跑着去找闫导，“初中和
我玩的那些朋友，现在
都在街上闲转。是你把
我救了。”

王朝朝也是继万金玉2017年4月在江苏太
仓获得世界冠军之后，另一位在国际赛场获得冠
军的太白县运动员。

今年18岁的万金玉上初一的时候，闫天让
到学校选拔人才，“见到她时我眼前一亮，她的爆
发力很强，双腿活动频率很高。”出于职业习惯，
闫天让和她的家人沟通后，将万金玉招到学校田
径队，主攻中长跑项目。但是训练了两周以后，
她的父母又不同意了，“担心搞不出个名堂，岂不
是把娃忽悠到半道上。”

万金玉脱离训练的一年时间里，闫天让暗中
鼓励她“别放弃”。得知她是同事表妹的孩子后，
又急忙央求“给家长做工作”，经过近一年的软磨
硬泡，万金玉又回到了训练队，一年后便在全市
比赛中崭露头角。

经过一段扎实的训练后，闫天让又及时将训
练项目调整为竞走，并为她量身定制了一套科学
的训练方案。

2016年8月，万金玉参加第六届“李宁杯”田
径耐力项目全国高原地区对抗赛，一举取得了女
子少年14-15组5公里竞走第五名、3公里竞走
第四名的好成绩。也正是这次机会，为初出茅庐
的万金玉奠定了入选全国竞走集训队的基础。

2016年11月，万金玉参加了全国竞走集训

队，2017年4月参加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暨全国
竞走大奖赛太仓站比赛，获得女子基地
2002-2003组5公里冠军。

2017年6月入选省队训练，在8月天津举行
的第十三届全运会上，万金玉与云南和山东选手
组成4×5公里跨省竞走接力队伍，她在比赛中第
一个出场，并以23分19秒的成绩名列所有参赛
选手第一名，从而帮助跨省组合以1小时35分20
秒的成绩获得冠军，为陕西省代表团赢得了一枚
宝贵的金牌，被省政府授予“陕西好青年”荣誉称
号。

万金玉的夺冠在昔日同学中产生了轰动效
应，她的两个弟、妹也决心要向冠军看齐，母亲说，

“那就要下你姐那样的苦。”万金玉获得的5万元奖
金，让父亲一下愣住了，“没想到孩子刚成人，就开
始养家了，一个人赛过10亩菜地的收成。”他决定
把这笔钱存起来，“专供孩子上学使用。”

“家长同意孩子搞体育，基本上都是因为他
们的文化课成绩不突出，甚至很差。很多家长
认为搞体育就是不务正业，没有前途。竞走和
中长跑训练枯燥乏味，很多学生也难以坚持。”
闫天让无奈地叹息，“经常是和家长抢孩子。即
使孩子再有热情，家长不同意，教练也只能眼睁
睁放弃。”

后进生成了世界冠军

和家长“抢”孩子

闫天让用手机记录下弟子
万金玉冲刺瞬间

王朝朝母亲李常娥看到闫天让拍摄
儿子比赛的照片很是惊喜

逼出来的教练

希望体育给每个孩子健康的身体

闫天让小时候也和万金玉、王朝
朝一样好爱体育，上初中时，学校在3
公里外的邻村。

小学毕业时，县体委到学校挑苗
子，闫天让穿着比自己脚掌长出三指
宽的父亲的帆布鞋，在赛道上被鞋带
绊倒，“回家后哭了两天，我爸一咬牙，
给我买了我人生第一双运动鞋。”

初二时学校举办春节运动会，闫
天让在800米和1500米两个项目拿到
了第一名的成绩。刚下赛道，他就被
县体委教练陈军恒抓住了胳膊。

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闫天让，21
年前从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毕业后，
怀着报效家乡的热情，回到了太白县，
在咀头镇几所小学任教，“除了包揽全
校的体育课之外，所有文化课他都教
过。”2003年到2012年在太白县少儿
体校任田径教练员，之后又调到咀头
中学担任体育教师。

“他要是安生地做个小学体育教
师，现在也不至于还拿着中小学二级
教师的资格证书，每月比同事少拿一
千多元钱。”同事们为他的“不务实”感
到惋惜。闫天让为了补上职称和工资
的短板，从去年开始到距离县城40公
里的鹦鸽镇小学做支教老师。

“看到有潜力的孩子，想着把他们
培养出来，这是所有老师的职业敏感性
和责任与担当。”闫天让为了招到很有
天赋的小杰，一个冬天坚持每天骑自行
车往返60公里到家里接他参加训练。

闫天让告诉记者，在满操场疯跑
的孩子们中间，其实潜藏着不少“体育
苗子”，但是没机会接受正规系统的训
练，可塑之才的这个特长都荒废了，

“自己想起来，就感觉良心过不去。”在
亲友的支持下，他决定先拿表妹和同
学的弟弟两个熟人“练练手”。

几年后，闫天让的两名徒弟分别
被两所高校特招，这让他更加真切感
受到机遇对一名贫困农村家庭的孩
子，意味着人生的华丽转身。

“体育其实成才率很低，除了选好
苗子，还要经过漫长的训练。”每次想
到孩子和家长的期望，他都感觉“压力
其实很大，有些输不起。”他给孩子们
定的目标是打基础，“不能急着出成
绩，否则就把孩子废了。”

闫天让全天候陪着学生，既当教
练，又是盯着吃饭、休息的后勤管理
员，“实在太累了，就骑着自行车跟着
孩子们跑”，陪队员去宝鸡比赛时他
高烧 40多摄氏度，只好举着输液瓶
站在看台上，做场外指导。队员们不
约而同地称闫天让为闫导，他们说这
样更亲切。

王朝朝获得世界冠军后，媒体记
者涌上前采访代教教练。教练一指闫
天让，“真正的教练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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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县属于亚高原地区，这里的
人体摄氧量、肺活量、血色素等都要
高于平原地带，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
和人才优势。

20年前刚参加工作时，面对太白
县中小学体育成绩连年在全市排名
末位的现状，闫天让暗下决心，“从我
做起改变体育训练落后的局面。”

2012年俄罗斯国家竞走青年队
教练员康斯坦丁来陕讲学，每市只限
一名市体校教练员参加。闫天让找
自己的教练帮忙疏通，终于感动了省
田管中心。

“上好每一节体育课不但是老师
的责任，而且关系学生的将来。体育
教学不是让每个学生都去争当冠军，
而是要让他们养成锻炼习惯，拥有一
副健康的身体。”

每到一所学校，他就拉起一支田
径训练队伍，想着法子变花样调动孩
子们的运动积极性，跑公路，爬山坡，
下山沟，组织模拟比赛，赛前训练强
度提不高，他一着急换上跑鞋冲上跑
道亲自做陪练带着队员跑。

为了能够留住优秀的训练苗子，
闫天让经常家访，坚持和学生及家长
交流，让他们明白，只要合理安排训

练和学习时间，不但不会影响学习，
而且有利于成绩提高。为了稳住队
伍，激发队员积极性，他经常自己掏
钱给队员们买运动鞋、衣服做奖励。

从 2002年开始，闫天让所带的
33名队员，陆续被输送到陕西省田径
管理中心、省体校、市体校。因为成
绩突出，他连续十余年荣获省、市、县
优秀教练员称号，被县上授予教书育
人突出贡献奖。

2014年 11月，太白县咀头初级
中学被陕西省田径管理中心评为高
原耐力项目训练基地，直到现在都是
全省训练点中成绩最优秀的。校长
赵宝平对闫天让很支持，他说体育教
学和文化课学习其实一样重要，“闫
天让老师用自己的热情和技术特长，
让学生把两条腿都动了起来。”

闫天让是县政协委员，他的提案
都围绕着全县的学生体育运动话
题。“乡村小学普遍没有专业体育老
师，体育课在一些乡村小学、初中三
年级之前，还没有真正被重视起来，
在许多地方，体育教学还只是在为应
对中考搞突击，这不是体育教学的目
的和体育精神的真实意义。”

文/图本报记者孙涛

编外教练“闫导”
新闻提示

宝鸡市太白县小学体育老师闫天让，20年前就把目光从太白山
下投向全省乃至全国赛场上。他从普通农村学生中发现体育苗子，
坚持科学训练，将33名学生送进省田径队和省、市体校，多名学生成
为职业运动员，在国内外赛场拼搏，为家乡和国家争光，闫天让这个
编外教练，被誉为“山区孩子的伯乐”。

乘坐最后一班飞机，1月18日晚，王朝朝从
云南辗转赶回了位于宝鸡市太白县的老家。第
二天一大早，在县医院接受完高考前体检后，又
马不停蹄地返回云南的训练基地。除了即将参
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陕西省
男子田径竞走队运动员，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运
动会的种子选手。

母亲李常娥记得儿子说了两件事情：自己
这段时间一直坚持训练，但成绩却没有提高，
所以不敢向启蒙教练闫天让汇报自己的训练
情况，免得他犯急；今年高考志愿升格，准备报
考北京体育大学，将来也做个像闫导那样的体
育老师。

王朝朝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不让家里
为自己贴补生活费，今年春节前，还给家人买
了棉衣，并留下 2000 元置办年货。李常娥感
觉“孩子一下子懂事了”，面对孩子眼前这道
坎，全家心里一片茫然，只好给闫天让打电话
讨主意。

“你的训练遇到了瓶颈期，这很正常。”闫天
让随即在微信上给王朝朝做解释，同时鼓励他，

“要坚持！你会有突破的。”
在李常娥印象里，儿子王朝朝从小就好动，

最爱上体育课，但文化课成绩提不起来。上初二
的一天，忽然对家里人说，自己要参加学校田径
队，练习竞走。

他父亲一听就摇了头，“电视上看过。大男
人走路怎么像女人一样扭屁股。”母亲李常娥认
为，“孩子早出晚归去锻炼，上不了高中回家种菜
也有一副好身体。就当让闫导帮忙看孩子吧。”

其实，王朝朝已经跟着闫天让练了两年。“他
在体育上有悟性，也好动脑筋，肯吃苦，不服输，
是个好苗子。”闫天让开始只让王朝朝在训练场
外见习，对于他的热心帮忙也不给笑脸。“磨了一
段性子后，才让他进队，并且要求每天早上6点
准时赶到体育场。”

两年后，闫天让带着王朝朝到市体校毛遂
自荐，“教练做了测试，没看上。”闫天让又把王
朝朝推荐给省体校任教练的师兄，“缠着人家，
让把王朝朝留下来参加训练，因为我相信他有
潜力。”

王朝朝果然不负众望，竞走表现尤为突出。

当年在陕西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暨第十六届运
动会资格赛竞走比赛中，获得男子甲组20公里
第一名。

在 2018年 3月举行的全国竞走赛暨国际
田联世界竞走团体锦标赛选拔
赛男子青年组 10公里竞走比赛
中，这个来自秦岭深山的农家
子弟以 40 分 42 秒的好成绩获
得第二名，成功入围此次比
赛并代表中国出征选拔
赛，然后又以 40 分 12 秒
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男
子青年组 10 公里赛事
亚军，帮助中国队获得
了该项目的团体冠军。

获得世界冠军后，
王朝朝一回到老家，就
跑着去找闫导，“初中和
我玩的那些朋友，现在
都在街上闲转。是你把
我救了。”

王朝朝也是继万金玉2017年4月在江苏太
仓获得世界冠军之后，另一位在国际赛场获得冠
军的太白县运动员。

今年18岁的万金玉上初一的时候，闫天让
到学校选拔人才，“见到她时我眼前一亮，她的爆
发力很强，双腿活动频率很高。”出于职业习惯，
闫天让和她的家人沟通后，将万金玉招到学校田
径队，主攻中长跑项目。但是训练了两周以后，
她的父母又不同意了，“担心搞不出个名堂，岂不
是把娃忽悠到半道上。”

万金玉脱离训练的一年时间里，闫天让暗中
鼓励她“别放弃”。得知她是同事表妹的孩子后，
又急忙央求“给家长做工作”，经过近一年的软磨
硬泡，万金玉又回到了训练队，一年后便在全市
比赛中崭露头角。

经过一段扎实的训练后，闫天让又及时将训
练项目调整为竞走，并为她量身定制了一套科学
的训练方案。

2016年8月，万金玉参加第六届“李宁杯”田
径耐力项目全国高原地区对抗赛，一举取得了女
子少年14-15组5公里竞走第五名、3公里竞走
第四名的好成绩。也正是这次机会，为初出茅庐
的万金玉奠定了入选全国竞走集训队的基础。

2016年11月，万金玉参加了全国竞走集训

队，2017年4月参加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暨全国
竞走大奖赛太仓站比赛，获得女子基地
2002-2003组5公里冠军。

2017年6月入选省队训练，在8月天津举行
的第十三届全运会上，万金玉与云南和山东选手
组成4×5公里跨省竞走接力队伍，她在比赛中第
一个出场，并以23分19秒的成绩名列所有参赛
选手第一名，从而帮助跨省组合以1小时35分20
秒的成绩获得冠军，为陕西省代表团赢得了一枚
宝贵的金牌，被省政府授予“陕西好青年”荣誉称
号。

万金玉的夺冠在昔日同学中产生了轰动效
应，她的两个弟、妹也决心要向冠军看齐，母亲说，

“那就要下你姐那样的苦。”万金玉获得的5万元奖
金，让父亲一下愣住了，“没想到孩子刚成人，就开
始养家了，一个人赛过10亩菜地的收成。”他决定
把这笔钱存起来，“专供孩子上学使用。”

“家长同意孩子搞体育，基本上都是因为他
们的文化课成绩不突出，甚至很差。很多家长
认为搞体育就是不务正业，没有前途。竞走和
中长跑训练枯燥乏味，很多学生也难以坚持。”
闫天让无奈地叹息，“经常是和家长抢孩子。即
使孩子再有热情，家长不同意，教练也只能眼睁
睁放弃。”

后进生成了世界冠军

和家长“抢”孩子

闫天让用手机记录下弟子
万金玉冲刺瞬间

王朝朝母亲李常娥看到闫天让拍摄
儿子比赛的照片很是惊喜

逼出来的教练

希望体育给每个孩子健康的身体

闫天让小时候也和万金玉、王朝
朝一样好爱体育，上初中时，学校在3
公里外的邻村。

小学毕业时，县体委到学校挑苗
子，闫天让穿着比自己脚掌长出三指
宽的父亲的帆布鞋，在赛道上被鞋带
绊倒，“回家后哭了两天，我爸一咬牙，
给我买了我人生第一双运动鞋。”

初二时学校举办春节运动会，闫
天让在800米和1500米两个项目拿到
了第一名的成绩。刚下赛道，他就被
县体委教练陈军恒抓住了胳膊。

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闫天让，21
年前从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毕业后，
怀着报效家乡的热情，回到了太白县，
在咀头镇几所小学任教，“除了包揽全
校的体育课之外，所有文化课他都教
过。”2003年到2012年在太白县少儿
体校任田径教练员，之后又调到咀头
中学担任体育教师。

“他要是安生地做个小学体育教
师，现在也不至于还拿着中小学二级
教师的资格证书，每月比同事少拿一
千多元钱。”同事们为他的“不务实”感
到惋惜。闫天让为了补上职称和工资
的短板，从去年开始到距离县城40公
里的鹦鸽镇小学做支教老师。

“看到有潜力的孩子，想着把他们
培养出来，这是所有老师的职业敏感性
和责任与担当。”闫天让为了招到很有
天赋的小杰，一个冬天坚持每天骑自行
车往返60公里到家里接他参加训练。

闫天让告诉记者，在满操场疯跑
的孩子们中间，其实潜藏着不少“体育
苗子”，但是没机会接受正规系统的训
练，可塑之才的这个特长都荒废了，

“自己想起来，就感觉良心过不去。”在
亲友的支持下，他决定先拿表妹和同
学的弟弟两个熟人“练练手”。

几年后，闫天让的两名徒弟分别
被两所高校特招，这让他更加真切感
受到机遇对一名贫困农村家庭的孩
子，意味着人生的华丽转身。

“体育其实成才率很低，除了选好
苗子，还要经过漫长的训练。”每次想
到孩子和家长的期望，他都感觉“压力
其实很大，有些输不起。”他给孩子们
定的目标是打基础，“不能急着出成
绩，否则就把孩子废了。”

闫天让全天候陪着学生，既当教
练，又是盯着吃饭、休息的后勤管理
员，“实在太累了，就骑着自行车跟着
孩子们跑”，陪队员去宝鸡比赛时他
高烧 40多摄氏度，只好举着输液瓶
站在看台上，做场外指导。队员们不
约而同地称闫天让为闫导，他们说这
样更亲切。

王朝朝获得世界冠军后，媒体记
者涌上前采访代教教练。教练一指闫
天让，“真正的教练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