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太懂
女排精神

但我能看懂
她们的努力

□熊猫哥

神曲助阵
现场成红色海洋

比赛开始前，现场
DJ调皮地放起了《小苹

果》这首中国神曲，跟随着
音乐的律动，现场球迷开始跳

动起来。一位披着中国国旗的大
叔用他“销魂”的舞姿赢得了现
场摄影的青睐，大屏幕上不断播
发他扭动臀部的动作。大战之
前，现场气氛就像是中国球迷的
大狂欢。

如果说巴西球迷都涌入了马
拉卡纳球场，那在小马拉卡纳体
育馆，就是中国人的天下。看台四
周的五星红旗让这里成为了中
国队的主场，赛后队长惠若琪也
说道，“不知道哪里有那么多球
迷，感觉像在国内打球一样”。

看台的一侧，挂着“圣保
罗华商协会”的标语。与华人
较少的里约相比，圣保罗华人
更多，不少球迷都是特地从那
里赶来为女排加油。已在圣保
罗生活了20年的林先生表示，

“奥运会第一次到巴西，我也想
来看看，之前一直不知道看哪
场，女排打进决赛后我就不犹
豫了。30多年前在国内时，我们
一家人守着黑白电视看女排夺

冠，现在能够在现场看到女排再
次夺冠，简直太兴奋了”。

郎平指导沉着冷静、女排姑
娘奋力拼杀，而球迷就是她们的“最

佳第六人”。对阵巴西自不必说，与荷兰
的比赛，中国球迷在声势上仍然处于劣
势，这些荷兰球迷会在中国队发球的时候
给予嘘声，在荷兰打出好球后给队员鼓
劲。昨晚的中国球迷终于摆脱羞涩，不断
给对手施加压力，让女排的姑娘们产生了
主场作战的错觉。比赛结束后，这些球迷
仍然久久不愿离场，纷纷拿出手机、相机，
记录下历史的瞬间。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
者，更是参与者。夺冠的那一刻，有观众
流下了眼泪，一位同行的国内记者说道，

“我们要笑着迎接胜利，激动的眼泪应该
流在心里”。

又是逆境
女排再次绝处逢生

与荷兰的半决赛结束后，郎平曾表
示，“希望塞尔维亚不要再打我们一个3
比0。”小组赛的那场失利中，郎平脸色铁
青，面对打法凶狠，身体素质出众的对

手，姑娘们显得毫无招架之力。决赛再度
相遇，第一局上来塞尔维亚就占据主动，
几番来回后轻松拿下。

奥运决赛让年轻的女排姑娘们有些
紧张，但对于已经多次经历这样场面的
郎平来说，先丢一局并不足以担心。小组
赛连败三场，连郎平自己都快绝望；面对
东道主巴西，首局溃败，在这届奥运会一
开始，中国女排就遭遇了各种逆境，但最
后她们创造了奇迹。淘汰巴西进军四强，
在艰苦的撕咬中战胜荷兰，最终一鼓作
气逆转塞尔维亚登上世界巅峰。

在这样的逆境之下，郎平用及时的
换人和暂停改变战术，等待对手不断犯
错，从追平到反超，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越
来越沉着，而对方却越来越急躁。塞尔维
亚的每一次进攻都想用重扣直接换来得
分，但发力的结果是失误越来越多。从小
组赛到最后夺冠，中国队实力不是最强
的，身体素质也不是最好的，这和2004年
雅典夺冠的那支女排有点类似。但她们
却总能在逆境中坚持到最后，如果说女
排的神奇之处，那就是无论成功或失败，
每个球都会去拼到极限，这一点，昨天现
场的每个人都感同身受。

跑上看台
郎平笑逐颜开

等待颁奖的时间里，郎平意外地跑
上了看台，这在以往比赛中是很少见
的。踏上看台的那一刻，郎平就被团团
围住，原本正在忙着写稿、传稿的记者
们瞬间变成了粉丝，拉着郎平采访、合
影。整个过程中，郎平脸上始终挂着笑
容，和记者们聊天，和每一位路过的朋
友打招呼，拥抱。

看到前国际排联主席魏纪中老先生
时，郎平立刻上去打招呼，两人聊了很久。
此前，成都商报特派记者就遇到了魏老，
对于这块金牌，已80岁高龄的他难掩激
动，“这场球赢得不容易，我们的运动员真
正把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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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
再次夺冠让魏老想起了12年前的雅典，

“和12年前一样，让人难忘，很长时间没有
这种感觉了。”而此刻看台的不远处，国家
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同样心情激动，他
说：“郎平创造了一个奇迹”。

国歌响起，身处看台的郎平表情严
肃，一句一句地唱着国歌，难掩激动的心
情。当队员们登上领奖台时，郎平并没有
着急上前，她拿出手机，记录下每一个瞬
间，现场念到每一个球员名字时，她都会
欢呼。此刻的郎平，仿佛只是一个球迷，
夺冠的事情和她无关。

混采区成欢乐海洋
女排姑娘疯狂自拍

颁奖结束后，女排的姑娘们进入混采
区。这里是赛后的采访区，也是运动员退场
的必经之路，不少运动员对于混采区里人
山人海的记者都会产生一定的恐惧心理，
但在昨天，这里成了姑娘们欢乐的海洋。

进入混采区后，姑娘们借记者的手
机完成自拍，还有的通过手机视频和远
方的朋友打招呼，报喜讯。最先掏出手机
的是从更衣室里走出来的郎平，她特意
走到拍摄区，把手机交给最前排的一位
摄影记者，交待了两句，然后往回走，凑
过去跟站在领奖台上的姑娘们合影。

每一个通过混采区的女排队员都会
被一群记者拉住提问，连以往比较害羞
的几位队员也变得滔滔不绝。“没有其他
感觉，除了高兴就是高兴。”在被问到夺
冠后的感受时，女排姑娘们的回答非常
真诚。面对手机和镜头，姑娘们做起了鬼
脸，拥抱熟识的记者，一个得来不易的冠
军，值得她们如此疯狂地庆祝。

真情流露
郎平坦言愧对家人

从“铁榔头”到“郎指导”，郎平一直
给人坚强、勇敢的女强人形象，但在昨天
的新闻发布会上，卸下重担的她也流露
出自己柔软的一面。“我陪伴父母的时间
非常少，这是我的最大遗憾。希望比赛结
束之后有一段时间陪伴我的老母亲，她
年龄已经很大了，她生病的时候，我都没
有完成她的一点小希望，所以希望回去之
后能够与家人多呆一段时间。”

谈到自己的爱人，郎平又轻轻叹息一
声：“我今年喜结良缘，但我想说的是，我结
婚三天以后就开始带队训练。我的先生一
直非常支持我，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
非常多的鼓励，我觉得这就是亲情。”

夺冠过后，郎平少见地聊起了家人，
整个奥运期间，女儿的到来让她非常高兴，

“我女儿这次特意请了8天假来到这里，可
是她来的时候刚好看到我们三场输球。其
实我陪女儿的时间也不太多，我用了很多
时间在排球事业上。对家人想说的话还是
留着回去当面说给他们听吧。”讲完这一
句，新闻发布会结束，郎平转身离开，与自
己的队员们一同享受这个美好的夜晚。

离开小马拉卡纳体育馆时已经是凌
晨2点，与之前女排的比赛一样，天空又
下起了小雨。回程的大巴上，不少记者已
经开始打瞌睡，不过他们的脸上却挂着
笑容，这一夜的艰辛，没有人抱怨，这一
夜的幸福，我们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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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容写在脸上
泪水流在心里
成都商报特派记者“熊猫哥”现场见证中国女排夺冠

华润·公园九里，西双楠·880亩公
园教育大城。0.7板块容积率，家门口自
建220亩星空乐园，社区内0-15岁一站
式教育。建面约79-120m2公园名宅。建
面约120-140m2墅式洋房，建面约
152m2、330m2花园美墅，诚意咨询中。

墅居专线：028-6506 8888

“华润·一战成名奥运会”猜中国代表团每日金牌数 四重奖项等你拿

最后一轮“三日奖”开奖 5000元最终大奖即将出炉
昨天，里约奥运会进行了第十五

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女排为中国代
表团夺得了在本届奥运会上意义最
为重大的一块金牌；而在跳水项目
上，尽管四川选手邱波在最后一跳出
现失误，但队友陈艾森状态出色，为
中国代表团夺取了男子10米跳台的

金牌。在女子跆拳道67公斤级以上决
赛中，郑姝音拿到中国跆拳道队在本
届奥运会上的第二块金牌。而上一块
金牌，正是她的男友赵帅拿下的。

按照之前公布的规则，从所有猜对
金牌的网友中，我们随机抽中了一位
——“钟维松”，他将获得1000元（税前）

现金奖励！此外，最后一轮“三日奖”也正
式揭晓，网友“奥运雨”成为幸运儿，他同
样将获得1000元（税前）现金奖励！我们
会电话通知领奖办法，请耐心等待！

今天，最终的5000元大奖将正式
出炉，请大家拭目以待。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当地时间昨天晚上9点，马拉卡纳球场一片欢腾，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球场在世界杯决赛后再次
涌入了10万人，球场外面的球迷们端着酒杯，唱着歌，疯狂地嘶吼、庆祝，这个夜晚，巴西人第一次品尝
了夺得奥运会足球金牌的幸福。就在这座大球场旁边，有一个小马拉卡纳体育馆，此时，“熊猫哥”看到
无数披着五星红旗的华人从里约、圣保罗、累西腓等地赶过来，他们排队进场，准备观看中国女排与塞
尔维亚的比赛，望着喧嚣的巴西球迷，流露出羡慕的眼神。 成都商报特派记者 李博 发自里约热内卢

中国女排
一路向前勇夺冠军

百年乳企
光明国际化借力挺进

北京时间8月21日中国
女排势不可挡力压塞尔维亚
勇夺冠军。中国女排一路逆
势而上，凭借坚韧不拔的拼
搏精神，又一次展现了女排
风采。光明乳业赞助的中国
女排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
国精神”。对于中国国家女子
排球队官方战略伙伴光明乳
业来说，这也是一次“完胜”。

今年初，光明乳业与中
国国家女子排球队在北京钓
鱼台国宾馆正式签约，成为其
官方战略伙伴。光明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朱航明坦言，企
业上下都有“女排情结”，她们
坚韧不拔的毅力，坚持到底的
精神，正是光明乳业所追求
的。光明乳业此次与中国女排
如此紧密的战略合作可谓是

“天作之合”，这家百年乳企寻
求创新改变，坚信光明力量，
在行业竞争异常激烈的背景
下，其锐意进取的精神同女排
完全契合。

选择国际化战略已然成
为企业发展的必经道路。作为
国内乳企巨头之一的光明乳
业率先踏上了国际化的征程，
其中 2010 年购入新莱特，
2015年光明集团成功收购以
色列Tnuva集团77%的股份。
众所周知，奥运会是各大品牌
乐衷借势营销的高规格赛事，
因为面对全世界的观众，从企
业角度来讲，奥运会也是光明
推动国际化的利器。（张博）

熊猫哥直播女排 112万人在线观看
中国女排一战封神，如此激动人心的时刻，作为成都商

报里约特派记者，“熊猫哥”怎能不让大家感受一下现场气氛
呢。昨日“熊猫哥”在现场为大家直播了女排夺冠的现场气氛
以及赛后现场情况，一共112万观众收看，收获356万个赞，评
论达到3700多条。如此火热的直播收看可见观众对于女排的
关注和喜爱。

赛后第一时间，在“熊猫哥”的里约直播中，大家能感受
到小马拉卡纳体育馆山呼海啸般的气氛。同时熊猫哥还带着
各位现场采访了前国际排联主席魏纪中先生、国家体育总局
副局长蔡振华，最后郎平也出现在我们的镜头中。里约奥运
会即将结束，今后，我们还会用更多类似的直播，让大家身临
其境，体验体育带来的魅力。

熊猫哥与郎平合影女排姑娘欢庆胜利

战胜巴西后，郎平说，“不要一赢球就提女排精神”。作为一名年轻记
者，我不太懂女排精神，只知道外婆和母亲对我说过，在那一个村只有一台
黑白电视机的年代，大家都会围坐在电视机前看女排的比赛。这次我能看
懂的，是女排姑娘每一个人的努力。

中国女排是中国体育圈内最独特的存在，她们没有非常职业化的联赛，没
有太高的收入，实力会有起伏，但由于多少年积累的光环，只要出征奥运，国人
对她们的期望就是夺冠。和2004年一样，这支女排同样没有绝对实力。但从奇
迹般淘汰巴西、淘汰荷兰再到击败塞尔维亚，姑娘们靠的是一个球一个球的拼
搏。许多人提女排精神，就是因为她们是一支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球队，
而且不止一次。

中国女排的辉煌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当你认为它已经凋落，却总
会被姑娘们狠狠教育一番。每一代中国女排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但更重要
的是刻苦的训练和每球必争的决心。奥运冠军的背后，是魏秋月膝盖里的积
水、是徐云丽断裂的十字韧带、是惠若琪做过微创手术的心脏……对于努力的
人来说，胜利只是额外的奖赏。

每当战局陷入困境，郎平总会
用她的方式激励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