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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

敲响世界的“铁榔头”
郑 轶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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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巧克力派，插上一根蜡烛，这样的生日蛋
糕显得有些寒酸。可郎平并不在意，对着镜头露出八
颗牙齿，笑得像个孩子。这一天是 2017 年 12月 10日，
她57岁的生日。

庆生照片在郎平微博刚刚发出，数以万计的点赞
和评论如潮水般涌来。“郎平生日快乐”话题收获了
2327 万阅读量。在中国，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从 1978 年进入中国女排，40 年的光阴写下一个传奇
——中国体育冠军数不胜数，但郎平只有一个。

1981 年，一篇以中国女排为蓝本的报告文学 《中
国姑娘》 红遍大江南北。其中写道：“1979 年末，在
香港举行第二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时，郎平为中国
队荣获冠军立下了战功，被人们誉为中国的‘铁榔
头’。她确实像一把响当当的铁榔头，发挥了振奋人
心的威力。”

谁也未曾想到，这把“铁榔头”一敲就是 40 年。
从创造“五连冠”神话的运动员郎平，到率领中国女
排重返世界之巅的教练员郎平，岁月打磨出一把更坚
韧、更有力量的“铁榔头”。《中国排球》 刊文评价，
郎平是中国排球史上一位划时代的英雄。

“英雄”二字重千钧。在鲜花、掌声与荣耀的背
后，注定是负重前行。郎平的身体至今仍残留着老女
排时代的“馈赠”。经历了多次手术后，她偶尔开玩笑
说：“现在境界和追求都没那么高了，能正常走路、正
常生活就行。”可是，有些东西她始终放不下。

“我是老女排最后一个在一线的了，应该为中国女
排传承一点东西，留下一点东西。”在郎平看来，这东
西不只是冠军和金牌。有时候明知道不会赢，也竭尽
全力，虽然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
土，依然目光坚定——郎平花了半辈子时间，讲述着
一个“为排球而生”的故事。

把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

时光倒转到 2016 年 8 月 21 日，里约奥运会女排决
赛第四局，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主攻手朱婷高高跃
起，一个势大力沉的重扣，竟然砸得对手倒地不起，
彻底击垮了塞尔维亚队员的信心。“真像当年的‘铁榔
头’！”观众席上发出惊叹。

而此时，站在赛场边的郎平目光如炬，所有精力
集中在瞬息万变的战局。她并不觉得紧张，即便一时
比分落后，她依然淡定自若，暂停时鼓励队员们：

“慢慢来，一分一分拿……”当惠若琪奋力扣下最后
一球，奥运金牌时隔 12 年再度挂在中国女排的胸前，
郎平已然累得没有力气兴奋了。“在里约 20 多天，我
整整瘦了 7公斤！”纵使久经沙场的郎平，也没想到这
条路如此曲折。奥运小组赛只交出 2 胜 3 负的成绩
单，从“死亡小组”惊险出线后，东道主巴西队成为
无法选择的淘汰赛对手。过往 8 年的 19 次交锋，中国
女排只赢过 1 次。绝大多数人预测，中国姑娘要打道
回府了。

打巴西队的赛前准备会上，郎平笑着做战前动
员：“这训练馆咱们订到决赛那天，提前走人家也不退
钱了，所以得练够本，对不？”队员们搭起手，齐声回
答：“我们还想多打几场球呢！”那一刻，郎平把“可
以被打败，绝不能被打倒”的血性，灌输到每个人的
体内。

在“魔鬼主场”的震天嘘声中，中国女排把整个
巴西打哭了，通往冠军的大门从此开启。郎平的临场
调度与排兵布阵被赞为“神来之笔”，而这一切力量的
来源是信念、意志和勇气。“想赢中国女排没那么容
易，输了也得扒对手一层皮。”主教练的气场就是一支
队伍的气场，局势再险恶，中国女排的士气不散，先
心理崩盘的总是对手。

幸运女神并不慷慨，所谓逆袭或运气，不过是强
者的谦辞。在郎平当时的竞聘陈述中，时间表是以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倒计时来设计的。为了锻炼队伍，
她敢于舍弃一些国际比赛的成绩，敢于自我纠错、临
阵换将，大胆起用新人，最终3年上了3个大台阶。从
世锦赛亚军、世界杯冠军到奥运会冠军，中国女排捅
破了世界三大赛 10年无冠的窗户纸，郎平把所有“不
可能”变成了“可能”。

“女儿把一生都献给了排球”

2013 年郎平决定重新出山时，中国女排正处于教
练频换、士气低落的混沌期，有人劝她不要以半世英
名犯险。“我一直犹豫不决，后来一咬牙一跺脚，上
吧。”郎平最终将所有顾虑放在一边，挺身而出。“我
得站好最后一班岗，退休前再为中国女排努力一把。”

其实，这并不是郎平第一次临危受命。1995 年
初，时任中国排协主席的袁伟民一句“祖国需要你”，
女儿只有4岁的郎平毅然回国执教。短短一年半，她把
低谷中的中国女排带到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的领奖
台。国际排联首次破例把“世界最佳教练员”授予亚

军队主教练。听说郎平因为重压和操劳，晕倒在奥运
村食堂，父亲落泪了，“女儿把一生都献给了排球啊！”

为排球付出，郎平无怨无悔，而老女排的身份，
更是伴随她一生的烙印。1977年，17岁的郎平被“伯
乐”袁伟民发掘。袁指导不仅拍板吸收郎平进国家
队，进行独创性的严格训练，更敢于把一个没有国际
大赛经验的新手推上关键位置，正是这份远见卓识，
造就了世界三大主攻手之一的“铁榔头”。

一锤定音的重扣，定格下郎平标志性的镜头。从
1981年到 1986年，中国女排创造了前无古人的“五连
冠”壮举，郎平成了全民偶像。退役后，很多老女排
队员都走入安稳的仕途，郎平却做出令人意外的选择
——留洋读书。为了赚学费，她一度远赴意大利打

球，后来回到美国继续攻读体育管理硕士学位。用她
的话说，那会儿虽然穷，但是很快乐。那段时间，郎
平几乎在国内媒体的视线里消失，直到 1995 年回国，
人们惊喜地发现“铁榔头”变了。“这 8年的海外生活
经历，历练了我的心智，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
军’一脚一脚踩在地上，踩得很踏实。”郎平在自传中
写道。第一次执教国家队的4年，被郎平视为一生的成
熟期，锤炼出真正的气概和自信。但超乎想象的工作
强度，消耗着郎平的身体，也让丈夫白帆与她渐行渐
远。1999 年，郎平无奈辞去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重
新踏上“漂泊”之路。在国际排球界，女性教练屈指
可数，可郎平硬是闯出了一片天。在意大利，她为摩
德纳俱乐部捧回渴盼 27年的意大利联赛冠军奖杯，一
年后又率队登顶欧洲联赛，俱乐部经理皮尼感慨：“有
了Jenny （郎平），就是到火星上打球，我也不怕。”后
来接手美国队，郎平把一支年轻队伍调教成奥运会亚
军之师。2009 年，她回国执教广东恒大女排，带着一
批临近退役的老将拿到了联赛冠军。

从俱乐部到国家队，郎平的人格魅力与执教艺术
水乳交融，对手无不心悦诚服：“郎平过去是最伟大的
排球运动员，现在是最伟大的教练之一。”但无论获得
多少胜利和荣耀，她的心底始终有一个牵挂。2012 年

伦敦奥运会，当中国女排在 1/4决赛被日本队淘汰时，
担任解说的郎平哭成了泪人。

漫漫长夜，谁能带领中国女排走向黎明？人们呼
唤着“铁榔头”。但此时的郎平已不是“初生牛犊”，
丰富的执教经验让她意识到，能否最大限度整合优质
资源是实现目标的关键。如果说，运动员郎平是凭着
一腔热爱为排球事业奋斗，那么教练员郎平则理性地
把排球看作一种职业。“只靠精神是不能赢球的，专业
技能和科学管理是建起万丈高楼的基石。”

排管中心的诚意最终打动了郎平，给予她选材用
人的绝对话语权、自主搭建教练团队等承诺，这几乎
是国内其他教练无法企及的工作空间。毕竟在中国排
坛，郎平的资历、地位、威信乃至偶像效应，无人能

出其右。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她接下了这个挑战，
“我要把中国女排带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最好的集体”

中国女排留下过许多“伟大的胜利”：1981年世界
杯，中国姑娘以3∶2力克主场作战的日本队，7战7捷
第一次捧起世界冠军奖杯；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张
蓉芳一记扣杀，为中国砸出第一个三大球奥运冠军；
2004年雅典奥运会决赛，“黄金一代”上演惊天大逆转
……但郎平缔造的胜利，不只在赛场上。

排球场上，任何进攻或防守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
完成。所以郎平常说，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最好的
集体。但她也明白，人是一支球队的根，人活了，队
伍才有向上生长的能量。“我刚执教时就想着，不能只
盯着一届奥运会，得让中国女排后继有人。”

郎平的“寻人”与众不同。以往国家队集训人数
一般只有16到18人，依靠几个主力长期配合达到高度
黏合的默契，被视为从“五连冠”时期积累的成功经
验。但郎平看得长远：世界排球的发展趋势对体能、
速度和力量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多人打球”才能使

队伍良性循环。
“郎家军”几次撒网式海选后，从联赛调动队员近

40 人，每个位置总保持在 3 到 4 人在竞争。郎平力推
“大国家队”战略，意在通过大面积轮换主力，抹平一
套阵容打天下造成的“板凳差”。这一国际流行做法，
给闭塞的中国排坛带来颠覆性冲击。

郎平第一次在集训名单写下“朱婷”的名字，连
助理教练赖亚文都不知道这人是谁。“这个小孩特有天
赋，但就是特别软。”对于这块璞玉，队里像“国宝”
一样呵护。郎平当运动员时，“三从一大”“魔鬼训
练”是主流，后来她在欧美强队执教，越发意识到科
学训练、控制伤病才是生命线。朱婷入队前两年，郎
平没有给她上太多力量训练，还亲自从美国背回蛋白
粉，让她长肌肉、增体重。身体素质提高后，郎平手
把手带朱婷练一传、防守和后排进攻，一点点打磨技
术细节。破格调入朱婷后，国少队的袁心玥、从沙滩
排球转项的张常宁、名不见经传的龚翔宇……郎平的

“造星名单”不断扩充。新队员有潜力，但基本功差，
郎平对训练进行革新性规划，按场上位置分组攻关、
恶补短板。一堂 5 小时的训练课，她常常坐不到 20 分
钟。苦心没有白费，这些“90 后”进步速度如同坐上
火箭，在国际大赛大放异彩。郎平心里有了底，“这批
新人至少能打两到三届国家队”。

在外界看来，如今的“铁榔头”更像一根撬动各
方资源的杠杆，做事举重若轻，劲道却越来越大。搭
建复合型保障团队，从欧美请来体能师、康复师，设
置数据统计和视频分析人员，为每个队员定制训练康
复计划……郎平留下的不只是人才财富，更推动着中
国排球改革陈旧的观念和机制。她打开了的这扇窗，
让国内同行看清了差距，更看到外面的世界。

“我坐在那儿，他们心里都能踏实点儿”

进入东京奥运周期的第一年，郎平的身份角色发
生转变——走向幕后，担任中国女排总教练、中国排
协副主席。57岁生日那天，她正在美国休假，21个弟
子每人拍了一段做生日面的视频，隔空给恩师祝寿。
这几年，国家队的队员进进出出，每个人都敬她爱
她，舍不得离开这个大家庭。

对待这些跟自己女儿差不多大的姑娘，郎平是严
师，也是慈母。私底下，她习惯称呼队员们“孩子”，
对年轻人的想法，尽量去理解和包容。在她的引导
下，女排姑娘改变的不只是技术，还有对排球的理
解、看问题的视角、做人的态度，更自信、自如地从
事这项运动。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赢球后满场飞奔，胜利后抱
头痛哭，是中国女排的经典画面。而“郎家军”最吸
引人的，恰恰是不那么“标签化”的东西。朱婷的三
连扣贡献了一波“王之蔑视”表情包；袁心玥赛后给
记者们连唱带跳演绎神曲《小苹果》；哪怕登上奥运领
奖台，大家都要一起“抖腿”表达兴奋之情……郎平
的到来，让中国女排变得真实、开放，不再是捱过血
泪与伤痛的苦情，而是永不放弃、我最霸气的热血。

成功伴随着郎平，忧患意识也一刻未曾离开。当
初她顶住压力探索培养新人，但世界排坛的激烈竞争
容不得半点松懈。望向国内，职业球员的流动、联赛
的商业运作、排球的群众基础，这些都是她关心的问
题，但改变岂在一朝一夕？2018年4月，郎平重新坐回
中国女排主教练的位置，原因很简单——“我坐在那
儿，年轻的教练和运动员心里都能踏实点儿。”有时候
她也想歇歇，但只要涉及女排，就没法子停下脚步。

时间是残酷的，分秒不落地向前，无法重来。时
间又很深情，如树的年轮，四季变迁都会留下痕迹。
一圈又一圈后，时代和个人彼此成就，而“奇迹”之
所以在郎平身上反复出现，是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永
不言弃的梦想来支撑的。

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后，郎平曾收到过
一份礼物：广西一个青年工人用业余时间制作了一把
真正的铁榔头，像艺术品一样闪着光芒，小伙儿留言
说，希望我们的“铁榔头”百炼成钢。而今，57 岁的

“铁榔头”跳不了那么高了，皱纹也爬上眼角，但她依
然昂首前行，用一场场胜利，向世界敲击出振奋人心
的声响，久久回荡……

⑨

▶2016 年 8 月 20 日，郎平
率队夺得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
后在颁奖仪式上欢庆。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 1984 年 8 月 7 日，中国
队主攻手郎平在洛杉矶奥运会
女排决赛中大力扣杀。中国女
排 直 落 三 局 击 败 东 道 主 美 国
队，夺得中国在奥运会上的第
一枚三大球金牌。

新华社记者 官天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