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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幸福
他理解我，
如心灵相通的朋友

由于长期两地分居，1996 年，
郎平和丈夫白帆离婚。同年，郎平
把上届排名第七的中国队带上了
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的领奖台。但
那时的郎平不到四十岁的身体已
几近崩溃，她的医生曾说过，她的
心脏已有六十岁，关节已经像是七
八十岁的老人。

2016年1月，56岁的郎平和中
国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育成
举行婚礼，这位为中国女排奉献一
生的女人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幸福。据说郎平与王育成是在一场
朋友聚会上相识，两人在6年前就
已经在一起，不过他们一直保持着
低调，他们之间的交往直到去年世
界杯中国女排夺冠之后才浮出水
面。郎平说，“感觉他知识渊博、非
常热爱体育，对于我们这个带有军
事化色彩的‘高危’职业，充分理解
和支持，非常大度。在我情绪波动、
压力较大的时候，给我带来宽慰和
放松，有如心灵相通的老朋友。”

郎平与的执教合同签到里约
奥运会结束，是否会续约到东京奥
运会，郎平首度表示“我期待一直
执教下去，但前提就是身体能够撑
得住……”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在当代中国体坛，“铁榔头”郎平绝
对是一个特殊的、不可复制的符号，除她
以外，没有一个运动员或教练员能在30
多年的时间里，从始至终，被无数的拥趸
崇拜；她经历过四夺世界冠军的辉煌，享
受过全民敬仰的荣誉；30多年来，她始
终走在排球运动的最前线，也最深刻地
体会着中国女排的特殊意义与使命。

“有人觉得我在球场上耗费了青春，
一身伤病，很可惜，但我觉得值得。”从那
个梳着两把“刷子”的“铁榔头”，到如今
气定神闲的郎指导——郎平用了35年
的时间，至少教会了我们值得不值得的
意义。

从1981年到2016年，郎平一直在
左右着我们的排球记忆，她用自己朴实
的话语和真实的人生，给我们讲述了一
段光阴的故事。

赢在哪里
科学的训练和不服输的精神

单靠精神不能赢球，郎平的
话结结实实，让所有美丽的煽情
显得无力。
1986 年夺得女排大满贯的郎
平，带着伤病退役。体而优则
仕。在举国体制下培养出的冠
军，最好的归宿就是回到体制，

做一名体育官员。但郎平却是挂
靴而去的第一人。

她选择公派自费出国。从业余队教
练到专业队，从职业俱乐部队到美国国
家队，郎平在人生的低谷艰难前行，直
至成为世界排坛的顶级教练。三十多年
时光，我们看到了一个学贯中西，拒绝
妥协，走遍世界归来的郎平。

有人说，郎平很幸运，自从她上任
后，年轻的天才选手频频出现。但新人
的频频涌现应归功于郎平的集训理念：
每年集训，国家队的名单都接近 30 人
甚至超过 30 人，在联赛中表现出色的
年轻球员几乎都会获得到国家队一试
身手的机会。副攻袁心玥，2013年还是
国少队队员，能够直接升到国家队，也
是得益于郎平的“大国家队”理念。

过去女排顽强奋斗、轻伤不下火线的
精神感动了几代人，但新时代下，科学的
体能训练和一流的医疗康复也必不可少。
拥有丰富国际执教履历的郎平更是动用
人脉，为中国女排网罗到不少一流的医疗
康复方面的人才。把控心理和激励队员是
郎平的所长，越是困难的时候，她越能激
发队员的小宇宙。郎平身上的不服输精
神，也渐渐潜移默化了中国女排。

临危受命
国家需要的时候，
你不能无动于衷

从 1995 年到 2013 年，郎平一次
又一次地在中国女排最危急的时刻
伸出手。

1994 年世锦赛，中国队获得第
八，创了20年来历史最差战绩，随后
的亚运会输给韩国，丢掉亚洲霸主的
宝座。“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当时
球类司司长给郎平发去电传。

“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不能无
动于衷。”郎平冒着违约的风险，从美
国回来出任国家队主教练。回国执
教，她放弃的东西实在太多。1994年，
她在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做教练，年薪
据说 200 万美元。回国后，姐姐郎洪
翻相册时发现了一张她的工资条：时
间 1998 年 4 月，姓名：郎平，职务工
资：409，职务岗位
津贴：260，工龄津
贴 ：115…… 应 发
合计：1311.50，扣
款合计：336.95，补
发工资：974.55。

2013年4月25
日，郎平以“救世
主”的宿命再次执
掌起低谷中的女排
的教鞭。郎平回归，
其任务远不止在于
提高成绩，更重要
的在于凝聚人心。

不是叛徒
牵挂女儿更牵挂中国女排

郎平的女儿白浪出生在美国，
郎平是女儿的法定监护人，对郎平
来说，获得美国国籍自然是顺理成
章的事，但她拒绝改变自己的中国
国籍。

1999 年，健康原因，加上进入
青春期的女儿需要母亲的陪伴，郎
平辞去了中国女排的帅位，回归
家庭。美国排协给郎平递来了橄榄
枝，郎平却一口回绝，她不愿与中
国女排为敌。直到2001年，陈忠和
上任，中国女排逐渐复兴。女儿已
经长大，面对美国队“三顾茅庐”，
这次郎平接受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美国
队3比2打赢中国队那一刻郎平的
表情时，所有人都会感受到，郎平
对中国女排那份永远都牵挂的心。

1。

两次临危受命、两次率队走出
低谷的郎平是中国排球的旗帜和福
星。除了奇迹般的荣誉之外，郎平还
为东京奥运会周期精心培养了以朱
婷、袁心玥、张常宁、龚翔宇为代表
的极具潜力的新秀，顺利完成了中
国女排的新老交替。面对4年后的
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的前景一片
光明。

2007年，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秋
渠乡朱大楼村的修车匠朱安亮一念
之差，想让三女儿放弃升入初一，到
外面去打工。如果不是三女儿坚持要
去上学的话，这个贫困农家可能会多
一个打工妹，每年能从辛苦攒下的积
蓄中给家里面寄回几千、万把块钱，
但中国女排却将失去新一代的“铁榔
头”、里约奥运会女排MVP。

是的，朱安亮家的三女儿就是如
今大红大紫的中国女排主攻手朱婷。

8 月 21 日的里约马拉卡纳齐诺
体育馆，在巨大的声浪和欢呼雀跃的
人群中，朱婷张开她那臂展长达2.13
米的双臂，将恩师郎平揽入怀中。郎
平强忍泪水，拍着决赛中独得 25 分
的朱婷的肩膀，哽咽地说道：“好样
的，你是好样的！”

读书还是打工？

1994年，朱婷出生在河南一个普
通农民家庭，当时她已经有了两个姐
姐，后来家里又添了两个妹妹。父亲

朱安亮在郸城县秋渠乡朱大楼村以
种地为生，为了补贴家用他开了间修
车铺，农闲时给人修车，靠着微薄的
收入养活一家。2007 年朱婷小学毕
业，老朱想让她辍学打工，13岁不到
的朱婷在人生转折点上做出了选择
——继续读书。

当时的朱婷身高已经超过 1.7
米，到了初中后很快被体育老师推
荐给了周口市体校，从此走上了排
球之路。凭借出色的身体条件和农
家姑娘刻苦的精神，朱婷从市体校、
省体校到河南省青年队，再到河南
省队、国家少年队、青年队、国家队，
一步一个台阶。在偶像郎平的麾下，
这个农家女孩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22 岁就登上
人生巅峰！

女儿功成名就，但父亲朱安亮和
母亲杨雪兰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这
两年，朱婷陆续给家里买了一辆桑塔
纳轿车、在县城买了一套100多平米
的商品房……这个22岁的女孩正用
自己的努力反哺家庭。

奥运后加盟土超

在刚进国家队时，朱婷展现了强
大的进攻天赋，但下三路的技术并不
算好。每当朱婷接球、垫球出现问题
时，郎平总会将她搂到身前，手把手
告诉朱婷应该怎么打，怎样才能成为
一个世界级的主攻手。

在郎平的教导下，朱婷一点点蜕
变，接一传、发球等环节都慢慢变强。
更加全面的朱婷将在奥运会后到欧
洲闯荡。今年5月土耳其女排联赛豪
门球队瓦基夫银行俱乐部正式宣布，
朱婷将以超过 100 万美元的转会费
加盟。排管中心能够允许朱婷这样年
轻的女排核心到国外打球，也开了中
国排球的先河。朱婷将如愿进入世界
最高水平联赛土超锤炼。

在朱婷加盟瓦基夫银行队后，当
今世界三大赛的三位现役MVP也将
齐聚土超，未来朱婷携手2014年世锦
赛MVP希尔对抗费内巴切的2012年
奥运会MVP、韩国名将金延璟，将成为
土超的头号看点！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大长腿朱婷在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分别获得28
分、33分和25分，成为中国女排的得分王，被评为本届奥运会
女排最有价值球员（MVP）。

大长腿朱婷
今天的MVP险些成打工妹

郎平、朱婷两代“铁榔
头”，用一场感天动地的胜
利，在里约完成交接。

“不要一赢球就谈女排精
神，也要看我们努力的过程。女
排精神一直在，但单靠精神不
能赢球，还必须技术过硬。”

2。“中国地大物博人才
济济，而女排还需要我，说
明我还有价值。我心里明
白，人活着，被人需要，是
一种幸福，能被国家需要，
是更大的幸福。”

3。
“在中国女排没有

攀上世界高峰之前，我
不 会 去 任 何 一 个 国 家
做 主 教 练 和 中 国 女 排
对阵。”

4。“虽然有不少人羡慕
我：郎平，你一个女人，要
去世界上拿冠军，多么伟
大。我伟大在哪里？我只
是对国家肯付出罢了，把
自己统统贡献出来。”

昨日，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
朱婷高高跃起，一记扣杀

郎
平
和
爱
将
朱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