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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姑娘打出中国人的精气神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8 月 20 日电(记者林德
韧、王春燕)时隔 12 年再夺奥运冠军，中国女排
姑娘成为了 20 日里约夜空最闪亮的星。面对满
场飘扬的五星红旗，女排姑娘们十分感慨。队长
惠若琪说，现在这个社会需要一种精神，不论是
球场上还是生活中，都需要打出中国人的精气
神。

当天的小马拉卡纳体育馆几乎成为了中国队
主场，在这种氛围下，女排姑娘们在先输一局的

情况下成功逆转。
赛后，姑娘们都把胜利的原因归功于集

体，以及困难时候咬牙坚持的拼搏精神。被
评为最有价值球员的朱婷赛后说：“大家看
的就是我在打，但是有大家的防守，有大家
的传球才有我那一下。尤其是在小组赛打到
那种结果之后，这几场球大家打得特别团
结，每次落后大家眼睛都是红的，都想要这
场球。”

这种拼搏“杀气”也感染了队伍中的其他
队员。 20 岁的张常宁说：“我觉得就是像大
家说的女排精神，坚持不放弃，把握最后一丝
希望全力以赴去拼，然后最后就赢了。”

19 岁龚翔宇说：“遇到困难，顶着头我
也得上，我觉得就是要有那种不服输的劲，
不管怎么样我也得顶住，如果不行的话我们
是一个集体，我们后面还有别人能顶替
我。”

中国女排一直寄托着国人的一种特殊情
感，女排精神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不断激
励着各行各业的人们。惠若琪说：“老女排的
精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氛围，我们所要做的就
是传承这种精神，发扬下去。现在这个社会一
直会需要的一种精神，不论是球场上还是生活
中，都需要打出中国人的精气神。今天我们做
到了，希望对于我们今后的人生有所帮助，对
于大家的人生有所帮助。”

88 月月 2200 日日，，在在 22001166 年年里里约约奥奥运运会会女女子子排排球球
决决赛赛中中，，中中国国队队以以 33 比比 11 战战胜胜塞塞尔尔维维亚亚队队，，夺夺得得冠冠
军军。。这这是是中中国国队队球球员员庆庆祝祝夺夺冠冠。。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李李尕尕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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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的这块金
牌，无疑是本届奥运会中
国代表团分量最重的一
块；女排这场决赛，应该是
本届奥运会最多中国人观
看的比赛。不靠明星，不比
段子，比赛本身就是最吸
引人的看点。不分年龄和
地域，多少人屏息凝神，同
此欢乐。这就是体育的价
值、竞技的魅力。

在某种程度上被碎片
化信息和娱乐段子分流了
注意力的本届奥运会，这
样单纯地享受比赛的乐
趣，是久违的美好体验。这
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还重
新唤醒了一个词，女排精
神。也让今天的年轻人真
切体会到，体育比赛所能
带来的巨大振奋和凝聚
力。女排所代表的理想主
义和拼搏精神，在这一刻
满血复活。

当然，如郎平所说，单
靠精神不可能赢球，实力
基础、刻苦训练和指挥布
阵，都是必不可少的获胜
因素。但是，在进入奥运决
赛圈的队伍中，中国女排
实力并无绝对优势，队员
阵容还曾饱受质疑，能够
一路战胜强手巴西、荷兰
和塞尔维亚夺冠，临场的
那种精气神，就显得非常
重要。敢于胜利 、永不放
弃、团队协作，这可能就是
传说中的女排精神。而这
种精神，在今天并不过时。

对本届奥运之旅，女
排精神首先是一剂清醒
剂：既然上了奥运赛场，目
标就要盯着第一，就要敢
于胜利。很多人都感觉到，
这届奥运会无论是运动员
还是观众，心态发生了很
大变化，甚至有人说是历史性的转折：对金牌看得
没有那么重了，不再盯着奖牌榜“金金计较”；评价
一个运动员，也不再只系于一次比赛输赢。甚至有
人说，运动员的一句话、一个表情都“胜过一万枚
金牌”。

我们当然理解，后者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是出
于对锦标主义、唯金牌论的逆反。不再金牌至上、运
动员更加个性多元，也是一个国家自信成熟的表
现。但是，由“唯金主义”到“金牌并不重要”，好像从
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不唯金牌不等于不要争金
牌，宽容失败不等于宽容怯懦、懈怠。

这毕竟是奥运会，不想争第一，就没必要去赛
场，不全力争取胜利，是对对手和队友的不尊重，也
是对奥运精神的亵渎。女排的夺冠之路并不轻松，一
波三折惊心动魄。但要知道，在奥运这个顶尖赛场，
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得第一。孤独求败如中国乒乓
球队，主教练刘国梁也说自己如履薄冰、夜不能寐。

那些虽败犹荣的传奇，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已经竭
尽全力。

女排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就是集体主义和
团队协作。在三大球这样的团体项目上，集体合作
和信任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即便是一些赛场上
“单打独斗”的项目，同样离不开团队的作用。任
何一个奥运项目，都离不开教练、领队、陪练，离
不开协会和专业人员，还需要更多的后备力量和群
众基础。不管是作为公共事业的运动员培养，还是
西方一些参赛“个体户”，其实都离不开背后的团
队和社会支持系统。

谈论女排精神，绕不开的还有爱国主义。出
于对举国体制的反思，以及思想和利益的多元，
很多人不喜欢把体育比赛和“爱国”挂钩，甚至
把“为国争光”只当成套话和空话。但是，国际
性体育赛事，确实是和平时期展现一个国家综合
实力和国民风貌的窗口，也与国家形象和荣誉息
息相关。

积贫积弱和“东亚病夫”的时代自不必说，即
便在很近的时代，体育比赛经常起到提振民族士
气的巨大作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希望的田野
上”，老女排催生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呼喊；
奥运第一金、女排五连冠，都在中国历史上写下浓
重一笔。当今世界，体育健儿奥运赛场夺金，仍是
为国家增加荣誉。

奥运会以国为单位参赛，得第一的要升国旗、
奏国歌，这些仪式感，都在强化国民的归属感荣誉
感。不仅是中国强调这些，即便在所谓“个人主义”

的美国，也是如此。美国人对金牌的重视，不见得
比别国逊色，金牌榜早就是第一了，还不放过任何
一个可能申诉的机会。还有运动员因为奏国歌时
姿势不到位，被网友指责“不爱国”。

虽然金牌不能代表一切，但一个国家在奥运
会上的成绩，也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尤其是逐渐剥
离举国体制和“盆景项目”之后，奥运会成绩也越
来越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公众体育水平，进而反映
国民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而且，运动员在国际赛
场上表现出的顽强拼搏、勇争第一的精神，也会灌
注到全社会，融入整个民族精神之中，成为全民族
共同的精神财富。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搞竞技体育，需要过
关斩将争第一，更不能少了这种精气神。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8 月 20 日电(记者王镜
宇、徐征)32 年前作为球员获得奥运冠军，32 年
后作为主教练首捧奥运金牌，郎平和她率领的中
国女排再次成为中国体育的旗帜。然而，成功绝
非一帆风顺，正是那些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艰难
困苦成就了今天的郎平。

青少年时代，郎平曾经历大松博文倡导的“魔
鬼训练”之苦。退役之后，郎平曾体验异国他乡艰
辛求学之苦。人到中年，郎平再尝孤身闯荡异国排
坛的漂泊流离之苦，其间她还曾品尝感情挫折之
苦。然而，没有这些艰难困苦，也许就不会有今天
平静、淡然、宠辱不惊的郎平。

先苦后甜易，先甜后苦难。女排五连冠时期，
郎平一跃而为家喻户晓、众人敬仰的超级明星。
可是，从明星球员通往冠军教练之路却布满荆
棘。1996 年的亚特兰大和 2008 年的北京，郎平
两次带队闯入奥运会决赛，两次屈居亚军，一时
之间竟有“千年老二”之名。

2013 年重掌中国女排帅印之后，郎平的执教
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刚刚赢得上任后的 19 连
胜，又遭亚锦赛折戟的打击。2015 年世界杯赛前
损兵折将，里约奥运会小组赛的跌跌撞撞，都是命
运之神测试郎平的考题。见惯风雨的郎平坦然应
对，终于迎来拨云见日、大功初成的这一天。

遍尝百苦，方知甘甜，艰难困苦也造就了郎
平的人情练达、世事洞察。看到郎平在比赛暂停
时对女排姑娘们如母亲般的叮咛教诲，便知她的

人格魅力已与执教艺术水乳交融。在她打造的
国际化的教练保障团队率领下的中国女排，个
人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完美实现了和谐共处。
如果说陈忠和的女排“黄金一代”传承了袁伟
民时代的老女排精神，郎平则用她的人生积淀
为女排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像郎平这样的天才、
女排这样的英雄团队都要在人生的道路和竞技
的舞台上经历如此多的艰难曲折方成大器，何
况我辈凡夫俗子呢？

郎平教会我们，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生
活中，应对困难、释放压力的最好方式不是
自怨自艾、怨天尤人、感时伤怀，而是用尽
一切办法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情绪问题
技术解决，是郎氏执教艺术和生活哲学的成
功法门。

2016 年对于郎平而言是苦尽甘来的一年。
春天里，她和王育成喜结良缘。秋天里，她再次
登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艰难困苦和王育成，果
然玉成了郎平新的传奇故事。不得不信，上天总
会有最好的安排。

对于那些勇攀高峰的人们，人生的最高峰
永远是下一座。郎平还有作为教练的世锦赛、世
界杯、奥运会全满贯的梦想要去实现，年轻的中
国女排正在开创新的王朝。前进的道路依然不
会是一片坦途，但郎平和她的姑娘们将砥砺前
行、风雨无阻。

艰难困苦 玉“郎”于成

郎平教会我们，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生活中，应对困难、

释放压力的最好方式不是自怨自艾、怨天尤人、感时伤怀，而

是用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队主教练郎平在比赛中指挥。 新华社记者李尕摄

蔡振华：郎平创造奇迹 魏纪中：这块金牌很重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8 月 20 日电(记者王春

燕、姚友明)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蔡振华和国
际排联终身名誉主席魏纪中 20 日晚与上万名现
场观众一起，见证了中国女排重回“世界之
巅”。

对于中国女排获得的这枚奥运金牌，蔡振华
说：“我们应该看到，郎平从选拔运动员、到培养队
伍，一直到奥运会金牌，我觉得她创造了一个奇
迹。”魏纪中说：“虽然只有一块，但是这块金牌很
重。”

20 日晚，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会决赛中以

3：1 战胜塞尔维亚队，历史上第三次夺得奥运
会金牌。比赛结束后，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特意
跑上看台，跟魏纪中拥抱、合影。

对于中国女排时隔 12 年再获奥运会冠军，
魏纪中感慨地说：“我觉得这块金牌应该是中国
奥运军团在里约奥运会里最重的一块牌子，虽
然就一块，但是很重。”

比赛前一天，魏纪中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
为中国女排捏着一把汗，还在替中国女排支招，
“塞尔维亚队 19 号很厉害，一定要看死，我相信
郎平有办法”。

比赛结束之后，魏纪中一直站在看台上等
着颁奖典礼，他说：“这场球赢得不容易，我们的
运动员真正把他们的潜力都发挥出来了，我相
信这场球会振奋我们全国人民的精神。”

同在现场观看女排比赛的蔡振华说：“女排
从伦敦奥运会后的调整到成为里约奥运会冠
军，郎平创造了一个奇迹。”

蔡振华说：“当我们伦敦奥运会打完女排重
新调整以后，我们也没有几个人能用。现在每个
人都能用，从第一场到最后决赛，我觉得大部分
运动员基本上都用上了，而且每个人都有贡献，

我相信以后女排会更强。”
蔡振华认为这场胜利带给人们很多启示：

比如如何解决伤病的问题，比如郎平在确定最
后名单时的思虑，比如经久不衰的“女排精
神”……而且，在他看来，中国足球能够向女
排学习的东西很多，其中一点就是“女排精
神”。

“这种精神，这种韧劲儿，这种拼命的精神，
这种不怕的精神，这种闯的精神，我认为恰恰是
中国足球需要的，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
是每一代人都要像女排这样，”蔡振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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