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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女排有回家的感觉”

1972 年，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
总局）决定在福建漳州建立中国第一
个排球训练基地。当年10月底完成选
址，而女排运动员 12 月就要前来训
练。一声令下，钟家琪和当地军民硬是
在28天的时间里，在一片沼泽中建成
了一座有6块场地的“竹棚馆”。

工作的时候以工作人员的身份与
女排姑娘打交道，下班之后以群众的
身份观看女排训练——在女排运动员
抵达基地后，这成为了钟家琪的生活

常态。
重温着新中国体育奠基人贺龙元

帅“三大球上不去，我死不瞑目”的
期望，钟家琪更确信，办好训练基
地，这不仅仅是一项工作，更是一种
神圣的使命。

1981 年，中国女排登上世界排
球颠峰后，外电曾报道“中国女排的
成功是在该国南方某‘秘密营地’训
练出来的。”作为“秘密营地”的掌
门人，钟家琪笑言，他的工作没有秘
密，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让女排姑娘们
吃好喝好。

“教练规定，每个女排队员一上

午要发好 100 个球，扣好 200 个球，
救好300个球……一场训练下来，女
排姑娘们往往精疲力尽，没有胃口是
常事。”钟家琪回忆说。

于是，酸梅汤、热豆浆、绿豆
汤，这些止渴开胃的饮料开始出现在
女排姑娘的餐桌上。钟家琪还把厨师
派到北京、上海等城市学习，并请来
多位厨师，女排姑娘餐桌上的花样越
来越多。

“民以食为天”，但钟家琪和基地
工作人员考虑的问题，显然不止一日
三餐。

1986 年，一座白色的建筑“冠
军楼”拔地而起，女排姑娘有了自己
的宿舍。但她们当时不知道，这是基
地员工把盖职工宿舍的钱捐出来建成
的。“大家只有一个愿望，让女排队
员到这里有回家的感觉。”钟家琪说。

“对女排姑娘一往情深”

中国女排“五连冠”之后，上世
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郎平、
梁艳等名将相继退役，中国女排出现
了青黄不接的情况，成绩滑坡、陷入
低谷。

但对于钟家琪而言，继续尽心尽
力是他们这些“娘家人”不变的选择。

1992 年，中国女排在巴塞罗那
奥运会仅获第 7 名且未能小组出线。
为了激励女排姑娘不气馁、再腾飞，
一座面积达 7000 平方米的中国女排
腾飞馆开始兴建。

“420万漳州人民每人捐资1元以
上，自筹500万元，让腾飞馆顺利落
成。”钟家琪说。他见到当时的中国

女排教练胡进和女排姑娘，与她们进
行沟通、协商场地改善。“不要气
馁，尽管来漳州训练，我们全力做好
支援。”钟家琪这样告诉胡进。

“每个运动员和每支队伍都有它
的周期，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全盛到
衰落，都有起伏的波浪，要用平常心
去对待，对女排要一往情深，并不是
在高峰才来凑热闹。”钟家琪说。

退休之后，钟家琪割舍不下对女
排的情感，仍参与到训练基地的建设
和发展之中。2004 年起，中国女排
腾飞馆筹备主题展馆，已经退休 10
年的钟家琪又忙碌起来，他搜集了
200多张有关中国女排的珍贵历史照
片，写了几万字的展览讲解，以更好
地还原历史、介绍女排的光辉历程。
他这份讲解跨越12年，沿用至今。

既要和女排姑娘分享胜利时的快
乐，也要分担她们失利后的痛苦——
在钟家琪看来，这才是“娘家人”应
有的情谊。

2004 年，中国女排雅典夺冠，
美联社发布消息“中国南方秘密训练
基地又缔造神话”。这距离 1981 年，
已经过去了整整 23 个年头。23 年
间，“娘家人”始终是女排姑娘们温
暖的港湾。

“我们将永远记住漳州人民对中
国女排的特殊感情、特殊理解、特殊
支持。”这是郎平在训练基地的一则
深情留言。

“期待女排再创新辉煌”

从漳州到北京，从北京到里约，
女排姑娘终于走到了里约奥运会决赛

的战场。
女排决赛当日，钟家琪守在电视

机旁观看直播。面对电视中年轻的女
排队员，钟家琪仔细将姑娘们的名字
和号码一一写在纸上——记住每一位
女排姑娘，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

随着惠若琪“打探头”得分，中国
女排拿下了奥运金牌。40年来中国女
排的历史在他脑海中一幕幕重现……

岁月更迭，如今的漳州女排训练
基地，就物质条件而言与七八十年代
相比已是天壤之别，7000 平方米的
体育比赛馆和四星级标准的“女排之
家”建成，科研、医疗、后勤等设施
一应俱全，中国女排的训练条件逐渐
得到改善。

虽已年过八旬，但钟家琪对于基

地的发展却有着自己新的见解。“吃
好住好是基本要求，但这远远不够，
除了训练基地，这里还应当成为一个
科研基地，探索如何提高训练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钟家琪说。

如今的钟家琪，闲暇之余还会前
来“客串”基地讲解员，为来访的客
人介绍中国女排 40 年来的历史，对
于这份工作，他引以为傲。

随着训练基地的改建，这里将成
为历史的记忆。但钟家琪知道，训练基
地的大门将永远对女排姑娘们敞开。

“期待女排再创新辉煌。”钟家琪
说。 （据新华社电）

压题照片：漳州中国女排腾飞
馆。 新华社记者 付 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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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老人钟家琪的衬衫口袋里，静静

地装着几张便笺纸。郎平、冯坤、朱婷

……便笺纸上记录着几代中国女排运动员

的名字。“从洛杉矶到雅典再到里约，每场

比赛都熟悉不已。”钟家琪说。

上世纪70年代，钟家琪开始担任福建

漳州女排训练基地主任。他见证了“文

革”后首支中国女排的成立，见证了女排

“五连冠”的辉煌，他曾任职的基地被中国

女排姑娘们亲切地称为“自己的娘家”。

钟家琪闲暇时还会前来“客串”基地讲解员，为来访的客人介绍中
国女排40年来的历史。 新华社记者 尚 昊摄

图为郎平为中国女排漳州训练基地题词。 新华社记者 尚 昊摄

9月1日起，中国首部《慈善法》正式实施。为此，福建省慈
善总会会长叶家松在接受访问时表示，《慈善法》扩大了慈善主体
范围和慈善内涵，将给慈善事业发展带来更大空间。

将带来慈善事业三大变化

据了解，《慈善法》是我国慈善事业的第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
法律，历经十余年努力，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

“它探索出了一条由党中央领导、全国人大主导，专家、学者、群
众参与的科学立法、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的路子，是我国开门立法的
典范。”叶家松说，《慈善法》的实施将带来慈善事业发展空间扩大、
慈善组织透明度和公信力提升、慈善活动氛围增强三大变化。

《慈善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自然人、法人和其他
组织依法开展慈善活动。也就是说，只要心存善念，人人皆可慈
善。同时，它还提出了“大慈善”概念，在原来扶贫、济困、救
灾的基础上，增加了教、科、文、卫、体及环境保护等内容。“这
种慈善主体和慈善内涵的扩大，将给慈善事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
间。” 叶家松说。

他同时表示，把慈善信息公开写进法律，使慈善机构由过去
被动公开成为现在的主动公开，将进一步提高慈善机构的公信力
和社会认可度。而把政府支持慈善知识普及、弘扬慈善文化、培
养慈善人才写进法律，要求给予慈善事业更多政策优惠，必将使
慈善事业的氛围更加浓厚。

福建离现代慈善仍有距离

“福建慈善事业的发展在全国处于中上水平，但离现代慈善的
要求仍然有很大差距，在实施《慈善法》的过程中，慈善机构既
迎来机遇，又面临挑战。”叶家松指出，福建落实《慈善法》面临
的挑战，源于现有慈善队伍的3个“不适应”，即“大慈善”思维
不适应、慈善手段不适应、宣传能力不适应。

“我们现在所做的慈善基本是扶贫、济困、救灾，这是‘小慈善’，
相比之下，‘大慈善’有很多社会力量和资源可以调动起来，由于我
们的观念跟不上，这些资源被浪费了，慈善的路子就走得不宽。”叶
家松说，福建还缺乏专业人才，此外，福建对慈善的宣传也需要加
强。“如何让《慈善法》宣传深入人心，如何宣传慈善文化，让它提供
一种道德感召力，如何讲好慈善故事，这些都很重要。”他说。

针对这些“不适应”，叶家松从福建省慈善总会角度出发，提
出了 3件需要努力的事，即引导行业自律、探索慈善机构优质互
补联合道路、配合民政部门做好《慈善法》实施工作。

“要引导有慈善资源、没有服务专长的慈善机构和有服务专
长、没有慈善资源的慈善机构对接；引导有公募资格的慈善机
构，和没有公募资格的慈善机构配合，这样才能把慈善事业做大
做强。”叶家松说。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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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一年改造，
修葺一新的福州南公园
近日重新向市民开放。

据悉，此次改造在
保护和恢复南公园历史
文化的同时，兼顾福州
地方建筑特色，以古典
园林为主元素，并融入

“海绵城市”生态建设
概念，打造具有地域特
色的福州古典园林公
园。
莫思予、郑帅摄影报道

福州南公园重修开放福州南公园重修开放

本报电（张琪）“2016 全球投资之旅九八
峰会”媒体座谈会近日在京召开，会上宣布峰
会将于9月9日在厦门举行。

据介绍，本届峰会将以“产业金融创新和
实体经济发展”为主题，探讨科技、产业、金

融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融合机制以及“互联
网+”时代下的金融创新思路与改革方向。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厦门大学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等将出席本
届峰会。

据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刘
姝君）“南洋华裔族群寻根谒
祖综合服务平台”最近在福建
省泉州市举行揭牌仪式，中国
侨联直属企业管理总机构与泉
州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打造南洋华裔寻根综合服

务平台。
该项目将建立以谱牒方志

为核心，包括姓氏宗祠、宗亲
社团、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侨
商侨智和归侨侨眷等方面信息
的海量数据库，建成集姓氏族
谱查询、寻根谒祖服务、宗亲

联谊互动、社团交流往来、商
贸投资引导服务等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服务平台。

据介绍，“南洋华裔族群寻
根谒祖综合服务平台”设立了
专门的筹建办公室。如今在泉
州师院设立的“谱牒文献数字

化基地”，将借助泉州师院在南
洋华裔族群研究方面的优势和
丰富的馆藏族谱资料，联合开
展数字化试点工作，为项目顶
层设计和将来大规模数字化工
作积累经验。

福 建 泉 州 是 中 国 著 名 侨
乡，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起点，与海丝沿线国家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全球投资峰会将在厦门举行

泉州建成南洋华裔寻根平台泉州建成南洋华裔寻根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