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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宣布离任
网友纷纷祝福

昨天，宣布已经离任的郎平表
示，“从2013年第二次担任中国女排
主教练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手里握着
这个接力棒，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一
刻不敢松劲儿。卸任时，我想说：我不
能保证自己做对做好了所有的事，但
是保证做好了每一天，竭尽全力，鞠
躬尽瘁，无愧于心。”

郎平在长文中提到了母亲，疫
情期间全封闭训练，老妈病重没有
机会很好的陪伴她。请假出来看望
老妈时，她老人家以及不太能说话
了。最后一次说话是：走吧，回去吃
饭休息，明天还要训练。

郎平表示，她卸任后的第一站
就是到苏州去给一年前去世的母亲
扫墓。

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央媒纷
纷送上祝福。

网友们也纷纷表达了感谢和祝
福：“郎导辛苦了”“为郎导高兴”“希
望您照顾好自己”

一篇文章引争议
排协：不代表协会意见

就在郎平离任的前一天，中国排
协因转发一篇文章引发争议。8月31
日，中国排协官网发布了一篇名为《中
国女排 为何兵败东瀛》的文章，这篇
文章的作者是91岁的排坛泰斗张然，
曾担任江苏女排总教练、排协副主席。
在这篇文章中，他直言奥运会选人不
合理、球员和教练组心理压力过大、集
训弊端太多，更是点名指责郎平赛场
指挥不当。随后，该文章在网上引起
广泛争议，不少网友质疑这是在“甩
锅”郎平。

9月1日，中国排协发文澄清，表
示该文章不是也不代表协会意见，
不能以一次失利否定整个奥运周期
的成绩，不能否定国家队全体教练
员、运动员几年来的艰苦努力和巨
大付出，不能否定郎平教练做出的
巨大贡献。

率队重回世界之巅背后
“脖子以下都不太好”

从1973年开始自己的排球生涯
以来，18 岁入选国家集训队之后仅
用了 3 年时间，郎平便随队获得了
1981 年世界杯冠军，随后更是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帮助女排实现了世界
大赛三连冠的目标。1985 年退役的
郎平在十年之后重新回到了中国女
排的阵中，以主教练的身份率队出
战。临危受命的她帮助中国女排走
出了低谷期，拿到了亚特兰大奥运
会银牌和世锦赛银牌。

在海外执教、学习多年之后，郎
平于2013年重新拿起了国家队的教
鞭，要知道在此前一年的伦敦奥运
会上，中国女排在淘汰赛首轮输给
了奥运赛场上从未输过的日本队，
再次陷入到了低谷之中。“二进宫”
的郎平在回归首年就率队拿到了世
界女排大奖赛的亚军，2014年，郎平
率领中国女排在世锦赛中斩获银
牌，这一成绩已经是 1998 年世锦赛
之后，中国女排在该项赛事中的最

佳战绩。
遵循着每年一小步前进的节

奏，郎平执掌教鞭的中国女排在
2015 年的世界杯比赛中成功夺冠，
拿到了自雅典奥运会之后的首个世
界三大赛冠军头衔。随后2016年在里
约，无论是淘汰赛3-2逆转击败东道
主巴西，还是随后击败荷兰和塞尔维
亚，郎平率领中国女排背靠背完成了
三大赛的夺冠。

曾经的球员生涯，让郎平留下了
满身的伤病，而在教练岗位上，年过六
旬的她依然承受着重压，身体一直处
于“透支”状态，她甚至开玩笑说自
己“脖子以下都不太好”。

新华社评论：
败亦英雄 向郎导致谢、致敬！

新华社1日发表评论说：败亦英
雄。郎平两次执教国家队的经历在中
国女排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东京奥运会的失利固然令人遗
憾，但郎平、她的团队和女排姑娘们
带给我们的那一座座实至名归的奖
杯、一场场激动人心的胜利、一个个
无与伦比的美妙瞬间更令人难以忘
怀。在离别之际，我们应当向郎导致
谢、致敬！

早在2020年，郎平在接受采访时
便证实了自己东京奥运会之后就要
从中国女排的主帅位置上退下来。根
据此前郎平与中国排协签订的工作
合同，由于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因
此原本将于2020年结束的合同在商
讨后续约一年。此前郎平曾经多次表
示，除了为中国女排挖掘朱婷、袁心
玥等一批年轻球员之外，还需要培养
更多新教练。她曾透露，球队有8位年
轻教练，自己会把整个训练计划、比
赛方案都交给他们执行，再来检查和
提出意见。在过去郎平执教中国女排
的时间内，包括安家杰在内的多名教
练员都曾经短暂出任临时主帅，但是
球队的战绩和表现并没有得到外界
的广泛认可。

随着郎平宣布卸任，中国女排
在巴黎奥运会周期的“换血”进程也
正式开启。但正如郎平所言，“相信
未来，所有的运动员、教练员会为中
国排球的发展更加努力拼搏，相信
女排精神会一代接一代传承下去。”

今天，是我离任中国女排主
教练的第一天。

任务终于完成了，我的第一
站，是到苏州，给一年前因病去世
的老妈扫墓。

去年，疫情期间我们全封闭
训练，老妈病重住院，我没有机会
很好的陪伴她。请假出来看望老
妈时，她老人家已经不太能说话
了。最后一次她能和我说话，是看
着窗外天黑，像平时每次在家一
样跟我说：“走吧,回去吃饭休息,
明天还要训练……”

这一年多,老妈这句话一直
在我耳边回响,她的嘱咐也是我
坚持下来的最大动力。

这一年多,太忙太累时,心里有
委屈时,我总是特别想念老妈,想像
以前一样,和她老人家说说话。

今天,我给老妈带了两束她最
喜欢的花,沏上她最喜欢的茶,我们
聊了很久:我告诉她我退下来了,以
后一定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
起,让她放心,还特别谢谢老妈这么
多年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我对老妈说,从我自己的角
度,这次没能圆满完成东京奥运
的任务,确实留下遗憾,但不管是
不是完美,我都要交棒了,要告别
了。这一路上并不平坦,但是因为
我热爱,所以吃的苦受的累都值
得,成败得失,高低起伏,都是在这
个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都是获得,
都是财富。回首这么多年的排球
生涯,我感觉很满足,很幸福。

昨天刚到苏州时,酒店保安
小哥对我特自然地说:“郎导您
好!”当时我吓一跳,之后又特别
感动。因为喜爱和支持中国女排,
那么多球迷对我像家人一样的温
暖亲切,我真的非常知足。

从 2013 年第二次担任中国
女排主教练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手里握着这个接力棒,使命感和
责任感让我一刻不敢松劲儿。卸
任的时候,我想说:我不能保证自
己做对做好了所有的事,但是保
证做好了每一天,竭尽全力,鞠躬
尽瘁,无愧于心。

在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时
候,我要再次感谢领导们的支持
和全国球迷的厚爱。

相信未来,所有的运动员教练
员会为中国排球的发展更加努力
拼搏,相信女排精神会一代接一代
传承下去,愿中国排球永葆青春!

■安家杰
安家杰指导已经以第

一助理教练的身份，在国家
队工作多年，并且单独率队
参加过多项国际比赛，在东
京奥运会开始前，他就成为
了接替郎平最好的人选之
一。不过与其他几位主帅相
比，他独自带队的经验似乎
没那么丰富。

■赖亚文
此外，一直陪伴在郎

平身边的赖亚文也是热门
候选，她曾担任过中国女排
队长，目前也是排球管理中
心的副主任。早在胡进执教
中国女排期间，赖亚文就已
经是中国女排的助教，她先
后经历了五任主帅的更替，
在中国女排队中的威望也
仅次于郎平。

■陈忠和
1957 年出生的陈忠

和曾带领中国女排夺得
2003 年 世 界 杯 冠 军 和
2004年雅典奥运会金牌。
除了年龄较大之外，陈忠
和已经离开一线岗位长达
12 年，走上仕途的他在
2017 年卸任福建省体育
局副局长。从 2009 年起，
陈忠和已经十多年没有从
事女排相关工作了，此外
他现在已经64岁了，这也
是他竞争的劣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李博 裴晗 综合新
华社、央视、每日经济新
闻 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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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卸任
8年里完成世界三大赛夺冠

郎平微博

下一站：
给老妈扫墓 谁来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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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的失利让这次离别有些伤感
但这位中国体育的英雄人物仍然配得上所有的掌声与喝彩

8年之中，她将中国女排重新带回世界之巅
一场场激动人心的胜利令人难忘

然而比金牌和胜利更珍贵的是她对于排球始终如一的执着和热爱
在“五连冠”时代的伙伴们大都功成身退的时候

她牺牲了陪伴家人、孝敬老人的时光
依然坚守在第一线，培养出了朱婷、袁心玥、张常宁等女排新一代

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这份执着和热爱
让中国女排4个字始终熠熠生辉、闪闪发光
其精神价值远远超过了一次奥运会的成败
在离别之际，我们应当向郎导致谢、致敬——

谢谢你谢谢你，，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竭尽全力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竭尽全力,,鞠躬尽瘁鞠躬尽瘁,,无愧于心无愧于心

无论成绩怎样，东京
都是郎平指导陪伴中国
女排这段旅程的终点，郎
平之后，谁来掌舵中国女
排？这个问题无法回避，
但一时间也难以找到答
案。以中国女排的特殊
性，聘请洋帅似乎不在选
择之列，而在有可能成为
郎平指导接任者的人选
中，安家杰、赖亚文、陈忠
和、蔡斌、王宝泉、等人都
是热门人选，但究竟谁能
胜出，目前还无法判断。

从排球场上无所
不能的“铁榔头”，到
排球场边镇定自若
的主帅，郎平可以说
是中国“一个时代的
偶像”。

9月 1 日，中国
女排主教练郎平在
个人社交媒体宣布
自己已经离任。她
说：“今天，是我离任
中国女排主教练的
第一天。”

随后中国女排
发微博表示：“郎导，
您辛苦啦！”

100多项世界纪录被打破

残奥会上世界纪录
为何如此多？

东京残奥会比赛还剩 5 天，就
已经有 100 多项世界纪录被打破，
对于这个问题，国际残奥委会解释
说：“因为残奥会太年轻了。”

国际残奥委会发言人克莱格在
1日的发布会上说，过去两天里，很
多人对世界纪录被频频打破表示了
好奇，有人问：“为什么打破世界纪
录的次数如此之多，原因到底是什
么？”

克莱格说，到8月31日为止，东
京残奥会上一共打破了113项世界
纪录。事实上，相比最近 20 年来举
办的往届残奥会，东京残奥会上的
这一数字已经减少了很多。

“2000 年悉尼残奥会，我们打
破了 300 项世界纪录。2004 年雅典
残奥会是304项，北京残奥会是279
项，2012 年伦敦残奥会下降到了
251 项，2016 年里约残奥会这个数
字是251。”

克莱格说，预计到9月5日闭幕
时，东京残奥会上打破的世界纪录
应该达到200项。

他说：“比起奥运会来，这个数
字显然比人们预计的要高很多。主
要原因是，残奥会仍然是一个年轻
的比赛，第一届残奥会1960年才举
行，而世界上很多的大国可能在过
去10到15年时间才开始重视残奥
会，才有了全职的运动员，才开始为
他们提供高水平的训练。”

克莱格认为，残奥会当前正处
于一个过渡阶段，大量世界纪录被
打破是可以理解的，他预计20到30
年后，残奥会上将只有很少的世界
纪录能够被打破。

上个月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只
诞生了20项世界纪录，其中举重4
项、田径3项、游泳6项、攀岩1项、
射击和自行车各3项。 据新华社

7月31日，郎平在东京
奥运会赛前训练中

8月2日，在东京奥运会女子排球小组赛中国队与阿根廷队的比赛后，
中国队球员向主教练郎平鞠躬致谢。

当地时间 9 月 2 日晚 9 点（北
京时间9月3日凌晨2点），中国男足
将在多哈哈里发国际体育场对阵强
敌澳大利亚队，迎来卡塔尔世界杯亚
洲区预选赛12强赛首场比赛。

2017年9月，正是在这座球场，
中国队最终无缘俄罗斯世界杯。四
年后，中国足球的世界杯梦想将从
梦碎之地重新启航。

本届 12 强赛，中国队与日本、
澳大利亚、沙特、越南和阿曼队同分
在B组。小组前两名将直接晋级世
界杯，第三名将获得参加附加赛的
资格。换言之，想要进入世界杯，中
国队至少要进入B组前三名。

2018年，日本、澳大利亚和沙特
三队均打入了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圈。
中国男足要虎口拔牙，绝非易事。

万事开头难。澳大利亚队是小
组前三的有力竞争者。9月7日，中
国队又要面对小组最强的日本队。
先难后易的赛程下，前两场比赛的
结果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国足整个
12强赛的走势。

客观来讲，随着卡希尔、耶迪纳
克等“黄金一代”球员隐退，澳大利
亚队球员能力有所下降。但在此前
的 40 强赛中，球风硬朗的“袋鼠军
团”依然八战全胜晋级，展现出在亚
洲比赛中的强大竞争力。澳大利亚
队目前世界排名35位，整体实力在
排名71位的中国队之上。

虽然实力不占优，但中国队在
赛前有不少利好消息传来。受国内
防疫政策影响，澳大利亚队的主场
比赛调整至多哈中立球场举行。失
去主场优势对澳大利亚队影响不
小，上届12强赛中澳大利亚队主场
取得4胜1平，而客场仅有1胜3平
1 负。中国队 8 月 26 号就全员集结
到多哈进行备战训练，而澳大利亚
队的球员们30号才开始陆续抵达。
比赛前澳大利亚队最多只有一到两
堂训练课，对气候和时差的适应远
不及国足。某种意义上，本场比赛中
国队将占据“主场优势”。

此外，由于回国隔离期较长，澳
大利亚队队长马修·莱基决定暂不
参加12强赛，因同样原因缺阵与国
足比赛的还有澳超金靴杰米·麦克
拉伦等多名 40 强赛主力球员。“袋
鼠军团”的主力门将，有“亚洲第一
门将”之称的马修·瑞安虽然入选了
大名单，但他在上个月刚刚接受了
膝盖半月板手术，已有很长时间没
有参加比赛，能否出战尚未可知。

中国队以逸待劳，面对缺兵少
将的澳大利亚队，并非没有一战之
力。正如中国队主帅李铁所说：“足
球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不是说你实
力比我强，我就没有赢你的机会。”

首场比赛面对强敌，无论顺利
与否，希望中国队的球员们都能继
续顽强拼搏，用积极的比赛风貌回
馈广大球迷，力争取得“开门红”。

据新华社

12强首战澳大利亚

国足明晨
力争“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