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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刊首语
她，临危不乱，一锤定音，那是荡气回肠的一战!面对困
难、挫折和病痛，她把拼博精神如钉子般砸进人生。一回回倒
地，一次次跃起，一记记扣杀，她点染几代青春，唤醒大国梦
想。她因排球而生，为荣誉而战。她就是铁榔头，莎普爱思爱
眼大使——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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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简介

郎平简介

郎平

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激励着民众奋发拼搏。她，与美
国名将弗·海曼、古巴名将米雷利亚·路易斯并称为1980年代世界女排“三
大主攻手”；她，三次放弃一切回归中国女子排球队，并以主教练身份带
领中国女排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夺得金牌；她，就是中国人的”铁榔
头”——郎平。

基本资料

中文名：郎平

英文名：Jenny Lang

别名：铁榔头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籍贯：天津

位，后赴国外打球。

出生日期：1960年12月10日

1990年，郎平回到国家队，带领中国女子排球队获第11届女子排球锦标赛亚军。

职业：女子排球运动员、教练员

1995年，郎平执教中国女排，同年率队获得世界杯女子排球赛第三名。

身高：184cm

1996年，郎平率领中国女排夺得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

体重：71kg
毕业院校：美国新墨西哥大学
合作关系：莎普爱思企业形象代言人、爱眼大使

主要经历

1978年，郎平被原中国女子排球队主教练袁伟民发掘，并入选国家集训队。
1981年，郎平获德国不来梅国际排球邀请赛冠军，个人获得“最佳攻球手奖”，同年还获
得第三届世界杯女排赛冠军，个人获“优秀运动员奖”。
1982年，郎平获第九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第九届亚运会女排比赛金牌。
1984年，郎平获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女排比赛金牌。
1985年，第四届世界杯女排赛冠军，并获“优秀运动员奖”和“最佳运动员奖”。
1986年9月，在前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10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上，以郎平为代表中国
女排克服重重困难，以8战8胜的出色战绩，蝉联冠军，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获得
“五连冠”的队伍。
1987年，郎平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留学，并取得体育管理系现代化专业硕士研究生学

1997年，郎平被国际排联评为1996年度女排最佳教练。
2002年，郎平以全票入选排球名人堂，成为亚洲排球运动员中迄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2009年，郎平回国执教广东恒大女排。
2013年4月25日，郎平又正式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带队获得了2014女排世锦赛亚军。
2013年6月，签约莎普爱思，成为企业形象代言人、莎普爱思爱眼大使。
2014年女排世锦赛，郎平带领年轻的中国队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最终时隔16年再夺亚
军，给中国三大球带来了惊喜。
2015年8月22日-9月6日，女排世界杯，郎平带领困境中的中国队以10胜1负积30分的
战绩时隔12年第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9月6日，在世界杯赛中以3：1战胜日本队），
这也是郎平作为主教练所得到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郎平执教生涯的首个世界三
大赛冠军，中国女排的第八个世界冠军。夺冠的中国女排，同时也在第一时间获得约
奥运会参赛资格。
2016年2月当选《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同年3月获得“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2016年8月21日，郎平率领中国女排以总比分3:1战胜塞尔维亚队，时隔12年再获得奥
运会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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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正能量的精气神。”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套对
女排的理解，但相同的都
是对于女排所展现的正能
量的肯定。相信在全民追
逐中国梦的当代，只要我
们用“女排精神”去坚持去
努力，像中国女排那样专
注、团结、拼搏，一定能
够实现“中国梦”！

用女排精神诠释中国梦
文＿莎普爱思医药销售 企划部 吴洁雅

2016年8月21日，这
是一个将被历史铭记的
日子，在里约奥运会的
赛场上，由郎平郎导带
领的中国女排时隔12年
获得了奥运金牌。久违
的感动，久违的惊喜，
久违的奇迹，女排精神
似乎已经被遗忘了太
久，其实它一直在我们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这种精神已经根植
在中国人内心深处已近
30多年。1981年11月
16日,中国女排姑娘们在
主教练袁伟民的率领下,
第一次在日本夺取了世
界杯冠军,开创了五连冠
的伟业。第二天出版的
《人民日报》用头版头

条进行报道：“刻苦锻
炼，顽强战斗 ，七战七
捷 ， 为 国 争 光 —— 中
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
军。” 当天刊发的评论员
文章《学习女排，振兴
中华》中，第一次提出
了向女排姑娘学习，在
现代化建设中发扬女排
精神，振兴中华。《体
育报》也在同一天发表
了邓颖超题为《各行各
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
的文章。由此，女排精
神作为一个独特的中国
名词，刻在了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的心理，激励
着我们向前拼搏。
而中国女排在里约
奥运会上，从最初的小

组赛失利再到最后的绝
地反击，从3:2逆袭卫冕
冠军、东道主巴西队再
到力克劲旅塞尔维亚等
世界级强队，又一次鼓
舞了中国人民的心。这
一块金牌远远超出了一
块金牌的含义。中国人
从这场比赛中，看到了
理想的复苏，看到了奋
斗的价值，看到了精神
的力量！同时还在中国
年青一代中延续和强化
了对这支队伍和“女排精
神”的认知和情感。

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
国之魂、强国之魄。如果
没有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没有团结一心的
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
神动力，任何一个民族都
难以在世界上生存，更谈
不上实现伟大的梦想。习
近平主席说，我们的人民
“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
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
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

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
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
更好、生活得更好”，这就
是我们每一个人追逐的“中
国梦”，支持我们走向强
国之路的“中国梦”。而女
排那种不畏输赢，不惧低
谷，在困难的时候总能团
结在一起，心往一块想、
劲往一处使的精神，更是
我们在实现中国梦，实现
全民健康梦的最佳助力。
习近平主席又曾这样
说道：“没有全面健康，就
没有全面小康”，人民身体
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要内涵，只有把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
位，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

坚实健康基础。因此，要
实现“中国梦”必先打好“健
康梦”的基础。而在女排身
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
女排精神，更看到了她们
为推动中国排球事业、体
育事业、健康事业所做出
的贡献。跟随习近平主席
的号召，全民健康成为了
民众生活的主题，我们将
学习女排，投身体育，强
健体魄。
如果说，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初中国女排之崛
起，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
投入改革开放；那么，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
女排的胜利，将再度激发
中国人的精神动力，自信
地走在实现“中国梦”、“健
康梦”的道路上。

女排精神是什么？
有人说：“女排精神是刻
苦奋斗、不畏强敌、奋
力拼搏的精神。” 也有
人说：“女排精神就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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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第一支获得五连冠的
队伍。这一段辉煌极大激
励了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
中国人民，增加了中华民
族的自豪感，为中国的崛
起打下了基础。
1981年11月16日日本
世界杯，在时任主教练袁
伟民的带领下，郎平、孙
晋芳、陈招娣等队员获
得中国女排的第一个世界
冠军，也是中国三大球项
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从
此，世界女子排球真正进
入“中国时代”。
而在其后的1982年秘
鲁世锦赛、 1984年洛杉
矶奥运会， 1985年东京
世界杯，1986年前捷克
斯洛伐克世锦赛，中国女
排用一次次的实力扣杀，
打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桂
冠”，向世界展示了“中国

力量”。
这一切的荣誉都离不
开女排团队的努力，她们
凭着夜以继日的咬牙训
练，凭着“为国争光”的信
念，凭着坚韧的毅力，让
五星红旗一次次在最高荣
誉赛场上升起。而她们努
力得来的成就得到了国人
的热情回馈。那个时候，
女排姑娘们的影响力不亚
于现代的任何一个明星，
并且在党和国家的号召
下，全国兴起了“学习女
排，振兴中华”的热潮，我
们的父辈用实际行动来庆
贺女排的胜利，国家的胜
利！
而其中，郎平以稳准
狠的扣球，出色的一传和
保障能力，成为中国女
排甚至世界女排的先锋
人物，与美国名将弗•海

曼、古巴名将米雷利亚•
路易斯并称为1980年代世
界女排“三大主攻手”。同
时，郎平还获得了海内外
众多球迷的支持和追捧，
在1981年的日本世界杯
中，王牌解说员宋世雄先
生有感于郎平的球风硬
朗、技术犀利，根据她的
姓氏脱口而出的“铁榔头”
更是成为郎平的技术与精
神的最佳代号，从此以后
“铁榔头”的名头传遍了大
江南北、五湖四海。
女排身上表现出的“团
结奋斗,顽强拼搏,勇攀高
峰”的精神,引领了时代并
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中国
女排从此成了“拼搏”的象
征,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体育
范畴。

“五连冠” 与“铁榔头”：中国力量由此崛起
文＿莎普爱思医药销售 企划部 吴洁雅

1978年，有一个普通的姑娘被袁伟民教练发掘并带进了中国国家女子
排球集训队，谁都没有想到，这将是一个传奇时代的开启。这个姑娘的名
字，叫郎平。
上世纪70年代末期，
国内各行各业都处于亟
待发展的阶段，而中国
女排作为中国三大球的

龙头项目，肩负着振奋
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重
任，而以“铁榔头”郎平
为代表的女排姑娘们也

没有辜负国民的期望。
1981——1986年间，中
国女排连续五次夺得世
界冠军，成为世界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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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关于郎平，
那段你可能不知道的峥嵘岁月
文＿莎普爱思医药销售 企划部 方剑敏

陈忠和（左），郎平（右）

1991年①的一天，
一架从北京飞往美国的
班机上，有一个人陷入
了沉思，再一次离开她
所热爱的祖国大地，踏
上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国
度。她是郎平，此时的
她，在国内可谓是那个
年代无可争议的“女神”。
她和中国女排的队员们
一起创造了中国排球史
上最高光的“五连冠”时
期。在1990年，已经30

岁的郎平，接受祖国的
召唤，在女排最艰难的
时刻回归，立即带队获
得了当年女排锦标赛的
亚军。就在这样辉煌的
背景下，郎平却和老公
一起选择了在当年十分
罕见的自费留学。
对于出国，郎平说：
“我不能再躺在“冠军”的
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
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
“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

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
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
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
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
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
无所有”。”
“一无所有”的郎平曾
经十分的困难，特别是
随着女儿白浪的出生，
他们一度落到的社会的
最底层。但是，不服
输、要坚持一直是郎平
的信念，于是，她在大

①1991年，郎平女儿白浪在美国出生。同年，莎普爱思开始与江苏省药物研究所合作研发莎普爱思滴眼

液。白浪是郎平的女儿，为了她郎平倾注了所有的心血；莎普爱思滴眼液是莎普爱思的孩子，倾注了所
有莎药人的感情。

学的排球队里当助教，这
样就可以免费读书。为了
省钱每天中午都是三明
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
中，她还是成功带领新墨
西哥州大学女子排球队获
美国东部地区女子排球赛
冠军！郎平的神奇，从此
时已经初露端倪。此后郎
平先后执教多支球队，其
中执教八佰伴世界明星队
时，她的年薪已经达到数
十万美金。正是在她逐渐
在海外站稳脚跟的时候，
国家又一次向她发出邀
请，老帅袁伟民亲自出
面，请她回来执教中国
队。而此时中国队的世界
排名已经从巅峰跌落到世
界第8。但是郎平毅然接
过了教鞭。
对于这个决定郎平后

来是这么回忆的“当时，
袁伟民找我谈了女排的情
况，我们确实都不忍心看
着中国女排落到世界第八
而一蹶不振。
袁伟民说，女排最缺
乏的是一种精神，是教练
的凝聚力。”郎平知道，要
不是国家队真的困难，袁
伟民教练是不会随便求人
的。此时的郎平内心是纠
结的，女儿还小，急需照
顾，自己的身体也并不在
最好，要不要接下这副重
担？

战斗力。1996年亚特兰
大奥运会，虽然在决赛中
负于当时如日中天的古巴
队，但是，奥运会亚军已
经是中国女排子1992年
以来的最好成绩。而在此
期间，郎平悉心培养了赖
亚文、陈忠和等一批优秀
运动员、教练员，为此后
的中国女排留下了近10年
的人才储备。特别是陈忠
和，2001年起担任中国女
排主教练，期间获得雅典
奥运会冠军等重大荣誉，
开启了中国女排又一个辉
煌的“陈忠和时代”。

最终，国家的呼唤、
对中国女排额热爱，让郎
平义无反顾，回归中国
队。此后的中国队迅速重
整士气，团结起来，在郎
平的指导下，迅速恢复了

1998年，鉴于青春期
的女儿需要照顾，自己的
身体也病痛缠身，甚至出
现过在训练中晕倒的极端
事例，为此，她坚决请辞
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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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为什么要感谢这四位新华社记者？
本文摘自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8月23日电 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带队获得奥运会冠军第二
天，在里约接受了新华社独家专访。采访最后，郎平特别感谢了新华社前
驻安卡拉记者郑金发夫妇、前驻罗马记者阎涛和现驻罗马记者王星桥。郎
平为什么要特别感谢他们？在海外执教时，郎平都经历过怎样酸甜苦辣的
日子？新华国际客户端带您还原那些点点滴滴的感人岁月。
【郎平在这里找到了家的
感觉】

辞职的女排主教练。
此后，她开启了8年
的海外生涯。在这期间，
她先后来到意大利、美
国、土耳其等多个欧美国
家，向这些国家传授先进
的排球理念。这一度遭到
了国内很多人的非议。特
别是她作为美国队主教练
期间还战胜了中国队。但
是郎平对此的回应简洁而
自信：“美国是世界第一体
育大国，邀请中国人做大
球的国家队主教练，这还
是第一次。我觉得这也是
为国争光，是另外一种形
式的为国争光。”
她说，在这期间，她

最感谢的是新华社前驻安
卡拉记者郑金发夫妇、前
驻罗马记者阎涛和现驻罗
马记者王星桥。这是她8
年海外生涯中最开心的时
刻。
2009年，在外漂泊了
八年的郎平，在广州恒大
董事长许家印的盛邀下回
国，参与组建恒大女排，
这支目前为止中国最为职
业化的排球队。直到2013
年接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为
止，期间战绩堪称现象
级。

前，她只是单纯的想出去
看看，了解一下外面的世
界。而1998年到2008年这
段完全的海外生涯，对她
最大的影响应该是一种“职
业精神”。而这正是中国
最为欠缺的一种精神。她
曾经面对网友“叛徒”的指
责，无奈的说道“我是一名
职业教练，执教美国队只
是一份职业，并不是为了
击败中国”。可是，我们回
望她近期的辉煌，如果不
是这种“职业精神”，又如
何能够，带领中国女排重
上巅峰呢？

郑金发夫人戚燕凌也
曾是新华社驻安卡拉记
者，她告诉新华国际客户
端，郎平08年12月到土耳
其电信俱乐部担任主教练
时，生活上有很多不适应
的地方。
“土耳其是穆斯林国

家，只吃牛羊肉，郎平有
些不习惯。为了让她能吃
的顺口，更好地工作，我
经常给她做点鱼和鸡，麻
辣鸡块、鱼香肉丝，她都
很爱吃。”
在采访中，郎平也提
到了经常周末到郑金发夫
妇家“蹭饭”的事。此外，
有时候到不会英语的队员

家中拜访，郑金发夫妇也
给郎平担任翻译工作。

2009年1月25日，郎
平与中国驻土耳其大使
宫小生（右）及使馆工作
人员一起包饺子，共度年
三十。（新华社记者郑金
发摄）

对于1991年到2013年
的这一段经历，郎平将其
归结为两段。1998年②之

② 1991-1998年，郎平先是在国外留学、执教，此后听从祖国的召唤带领中国女排进入一段复兴的时

期。与此同时，莎普爱思滴眼液也陆续完成II期临床研究、III期临床试验等关键节点，并于1998年正式获
得国家药监局新药转正式生产批件。莎普爱思滴眼液正式面世。完成了莎普爱思历史上最为艰苦的8年研
发历程。为守护中老年健康，走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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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炼成钢

在执教四个多月时间
里，郎平就带领球队杀入
半决赛并在欧洲冠军联赛
中打入六强，创下俱乐部
历史最佳战绩。
“在电信俱乐部执教结
束后，土耳其国家队希望
郎平能够担任主教练。不

百炼成钢

过当时她为了孩子，还是
选择走了，”戚燕凌说。
2009年4月5日，土耳
其女排联赛进行了季后赛
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的
比赛。由郎平率领的电信
队主场以3比0战胜伊兹密
尔迪奥队。（新华社记者

郑金发摄）

做完髋关节手术，”王星桥
回忆道。他还记得郎平当时
跟他开的玩笑：“你（王星
桥）虽然比我大几岁，但是
骨节可比我好多了，我的骨
头都快赶上70、80岁的老太
太了。”

这段执教经历虽然不
长，却成为郎平推动中土
排球联赛间交流的一个
契机。奥运结束后，女排
主攻手朱婷将前往土耳其
豪门瓦基夫银行俱乐部打
球。朱婷能够登陆土超联

2011年4月15日，时任
广东恒大女排主教练郎平从
美国飞抵意大利罗马。她将
到意大利卡塔尼亚等地考察
和观看比赛，为球队挑选合
适的外援。（新华社发）
有关郎平，王星桥还有
另一段印象更深刻的回忆。
“2012年，郎平离开罗马的
时候，落下了一条毛巾在分
社。那是一条已经发白褪
色、但是洗得非常干净的毛
巾。”

2016年1月16日，阎涛和夫人受邀参加郎平在京举行的婚礼

赛，郎平功不可没。
【最爱的食物是西芹蘸橄
榄油】
同样属鼠的阎涛，比
郎平正好小一轮，是郎平
的“小弟”，也是多年的好
友。
1999年，一方面由于
身体原因，一方面想更好
地照顾女儿，郎平辞去中
国女排主教练职务，来到
意大利摩德纳队任教。摩

德纳离罗马有7、800公
里，阎涛至今仍然对第一
次前去采访郎平的经历记
忆犹新。
通过采访，阎涛跟郎
平逐渐熟悉起来，后来还
到郎平家做过客。“跟足
球等运动比起来，打排球
在意大利的收入不高，执
教条件很艰苦。再加上当
时物价很高，又处于欧元
和里拉（意大利货币）转
换期，生活成本还是挺高
的，”阎涛回忆说。

吃饭的时候，郎平说
自己最爱吃的是生西芹蘸
橄榄油，虽然郎平解释说
这样吃健康又营养，可是
过于简单的饮食还是让阎
涛有些心疼。好在后来适
应了新环境，郎平也喜欢
起意大利披萨、奶酪来。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
初，排球在中国基本还是
个国家项目，很多球员并
没有作为职业球员打球的
意识和机会。而当时欧洲
排球联赛的水平已经很高

了，”阎涛说，“在意大利
的几年，郎平带领和介绍
了一些退役的排球运动员
到意大利联赛打球，对女
排的职业化发展有了很多
自己的认识。”
2016年1月16日，阎
涛和夫人受邀参加郎平在
京举行的婚礼
【一条褪色的旧毛巾】
新华社现驻罗马分社
首席记者王星桥，结识郎
平的时间稍微晚些，要追

溯到2009年郎平担任恒
大女排主教练前后。
在王星桥的印象里，
郎平是一个很低调、很坚
韧的人。多年艰苦训练，
使得郎平浑身是伤，腰
椎、颈椎、肩部、髋关节
都不太好，但是这些伤
痛，郎平并不愿意主动跟
人提起。
“有一次郎平因为工作
原因来意大利，我看到她
走路一瘸一拐的，就问
她怎么回事。她才说刚刚

“我当时还猜测是谁的，
结果看到上面有‘1990年北
京亚运会’的字样，才猜到是
郎平留下的，”王星桥说。
但是当时郎平已经回到北
京，于是这块毛巾至今还保
留在罗马。
“郎导在细节上认真细
致、踏实肯干，但是在大事
上又毫不含糊，从专业和
敬业的角度上说，她是楷
模，”王星桥说。
郎平与新华社驻外记者
的感情，正是通过一场场比
赛与采访，以及在海外的生
活中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
通过这些，郎指导在你心中
的形象是否变得更立体了
呢？（本文转载自新华网,新
华国际客户端,记者朱超，编
辑蒋骢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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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危受命”到重回“世界之巅”
文＿莎普爱思医药销售 媒介部 彭丽娜

从2013年郎平临危受命正式执掌中国女排，到2015年8月中国女排重回世界之
巅。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中国队接连收获世锦赛亚军、世界杯冠军和奥运会冠军，
成功终结世界女子排坛的“巴西王朝”，迈入老女排五连冠、陈忠和时代的两连冠之后
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2013年国际排联公布的排名中，中国女排仅列第五。
大厦将倾，管理者再次想起了郎平。亲朋好友劝她不要接这个帅位，谁都知道这
是块烫手的山芋，何况当时已53岁的郎平已经不再年轻。在许家印的恒大女排担任
了4年的主教练的郎平自己则希望在职业生涯上更进一步，她说“三十年前我可以，
三十年后依然没问题。”主动竞聘了国家队主教练。
2013年4月，郎平在恒大的支持下，成功竞选上任。这也是她1999年后时隔14年
再度执教中国女排，同时也成为中国排球界第一位同时兼国家队和俱乐部的主帅。

一路走来，有折磨，有困难，有质疑，但我们坚毅的主帅和她年轻的队伍都挺住
了。

临危受命，重掌帅印

2009年亚锦赛，中国女排在决赛中爆冷输给泰国，在那之后，动荡的中国女排
持续萎靡。
2012年，女排在大奖赛总决赛的收官战中，0:3负于美国，惨遭四连败，最终以
一胜四负的成绩位列六只参赛队伍的倒数第二。连续五年三甲不入，在巴西状态处
于下降通道，土耳其、泰国和古巴整体实力稍逊的情况下，竟然大输特输，输得一
败涂地，不得不说，中国女排已经彻底沦为了世界二流。
一年之后，在仁川亚运会上，女排依然没有摆脱厄运，虽然挺进了决赛，但却
再负于泰国。再不想想办法，在亚洲可能都没有立足之地了。

郎平（左）、莎普爱思药业常务副总陈伟平（右）

同年，2013年6月，郎平签约莎普爱思，成为莎普爱思企业形象代言人。

大刀阔斧，启用新人

面对接手时球员状态、基本功、心理素质都在底部的球队。郎平总结，当时中国
女排的问题主要有五点：
1、 技术粗糙，功放不全面，打法没有套路，基本功粗糙；
2、 身体方面的协调、柔韧、力量、速度都有差距；
3、 场上核心不突出，关键时刻起不到核心作用；
4、 应变能力不足；
5、 队员的主动性不够，要控制训练量。
刚上任，郎平就把国青队的朱婷召入了集训队，之后又选中了国家少年队的袁心
玥。国青队MVP（主攻、朱婷）和国少队MVP（副攻，袁心玥）的到位，顿时解决
了女排攻手青黄不接的局面。
2014年，郎平培养年轻人的力度加大，朱婷、杨方旭、袁心玥这些不满20岁的
新人被委以重任。2014年女排大奖赛，郎平带队闯进总决赛，为了让魏秋月、徐云
丽、惠若琪和朱婷更好地备战世锦赛，她果断在总决赛中启用刘晓彤等年轻队员去
锻炼，尽管最终获得第五名，但中国女排收获颇多。
郎平签约新闻发布会

2014年，女排世锦赛，郎平带领换了血的中国队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时隔16
年，再夺亚军，一局走出了女排数年的低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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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赛场到生活，都忠于内心，
一场一场去拼……
莎普爱思合作伙伴 凤凰传奇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得奥运会冠军再次登顶。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拿下第一枚奥运金牌。
时隔32年，这两枚奥运金牌始终与一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郎平。
只不过，1984年，她是主攻手郎平。
2016年，她是主教练郎平。

爱排球，一生奉献给了它

里约奥运会比赛结束后，郎导发了一条微博：“今天，姑娘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
拼搏让我们再次荣耀地站在了最高的领奖台上。每天的付出和汗水，都是人生赋予
我们的金牌，感谢奋斗拼搏的日子，感谢代代相传的女排精神！ ！”

同年，7月2日，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交所成功上市。一个
是历经36年辛苦耕耘成功上市，一个是时隔16年再夺亚军，冥冥之中，有一种精神
支持着两者的发展。那就是拼搏、坚持、永不放弃。

势如破竹，重回巅峰

毫无疑问，郎平是“女排精神”的灵魂人物。然而这冠军的背后，是过硬的实力。
这胜利，是姑娘们协力奋战的结果。与此同时，长年累月的高强度训练导致郎平现
在身上的各种伤痛。
因为排球，郎平也是四十年劳心劳力，在指导国家队争战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时
候，郎平因为操劳过度，几度晕倒危及生命，父亲与队长赖亚文连线，一度哽咽，
说：“她的一生都献给女排了。”

2015年5月，郎平带领中国队重夺亚锦赛冠军。
2015年9月，郎平带领中国队第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016年8月，郎平带领中国队时隔12年重登奥运之巅，这也是也是中国女排继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第三次站在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上！
可以说，郎平从无到有，与时间赛跑，终于在里约奥运会举办之前，打造出了一
个平均年龄24岁，大部分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但是却实力不容忽视的中国女排!
在奥运会上，女排姑娘们在小组赛两胜三负的情况下，淘汰赛力克夺冠大热门卫
冕冠军东道主巴西，半决赛比分胶着险胜荷兰，最终在决赛中战胜了大黑马淘汰了
美国队的塞尔维亚，重回世界之巅。
看女排总像看人生，你会被折磨、被质疑、被困难践踏得体无完肤，但你要撑着
剑站起来;你会惊慌，会恐惧，会迷茫不知所措，但你要把狰狞留给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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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家庭，陪伴女儿成长，也追逐自己的爱情

尽管成名之后，郎平就被冠以“铁榔头”“女强人”“精神领袖”等称号，这实在是对
她的一个误解。郎平的渴望一直是当一个普通女人。她在1999年出版的自传《激情
岁月》里谈到过，自己不喜欢被别人称为“女强人”，为什么男人就不会被称为“男强
人”，而且“女强人”一听就是没家、没生活、不懂爱。

在婚礼上，郎平说请所有关心自己的人放心，“我已经找到了可以依靠的肩膀和
心灵上的伴侣。”郎平婚姻生活很低调，很少看到丈夫王育成先生接受采访。里约奥
运会之后，央视四套特别制作了一档节目《中国军团征战里约》，在“中国女排的奥
运之路”这期节目中，也难得看到了王育成先生接受采访，诉说他眼中的郎平：

郎平是过去30年堪称英雄式的人物，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郎平作为一个母亲，尤
其是每天为了事业在各地奔波的母亲，在培养女儿方面同样是成绩卓越！
在女儿成长时期，郎平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尽可能的不缺席女儿白浪的重要场
合。如今女儿白浪已经长成大姑娘，乐观开朗，篮球、足球、排球样样精通，而且
白浪独立、坚持、努力，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在斯坦福的学业。
郎平微博的画风很可爱，最经常出现的也是利用碎片化时间去看女儿，以及和
女儿的互动。

当郎平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中国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育成并喜结连理
时，收到的是女儿满满的祝福：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爸爸是世界上最帅最
好的男人，祝你们白头偕老！
2016年1月16日，郎平和中国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育成在北京举行婚礼，
“网红”白岩松担任司仪。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陈伟平也参加了本次婚礼，为郎导夫
妇带去了祝福。作为默默在背后支持郎导的莎普爱思，在爱的时刻，当然更不会缺
席，就像胜利和爱可以迟到，但从不会缺席一样。

那个拥有钢铁般意志，在赛场上目光如炬，果敢判断的“铁榔头”，其实生活中也
柔情似水，渴望拥有爱与关怀，希望被呵护与理解。采访视频中我们也发现一个小
小的细节，郎平的办公桌上时刻放着一瓶小小的滴眼液——莎普爱思（预防治疗白
内障的莎普爱思滴眼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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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需要被认可
文＿莎普爱思药业 企划部 吴斌叶

白内障看不清，
请滴莎普爱思！

女排的夺冠，再次感动了全国人民，女排精神再一次的被唤醒！从80
年代的“铁榔头”到今日的“女排教主”，郎平用32年的光阴岁月证明了自己
不管是什么身份， 她都是伟大的代名词。
一、国际社会及主流媒体的高度认可

国际奥委会官微评价郎平

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们感动，生活中，郎导付出爱，也拥有爱。2013年郎平开
始合作莎普爱思，关注全国老年朋友白内障问题，身体力行担任“点睛中国”形象大
使，莎普爱思希望郎导及她的家人希望他们也可以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和
家人们共享天伦之乐。
里约奥运会结束后，很多媒体、球迷都问到是否会带领女排参加下一届奥运
会。提及这个问题，郎平都会说，里约奥运会后会休息一段时间，看看自己的身体
状况，而且现在也不是一个人了，要和家里人共同商量！
郎平的一生，风风雨雨，但她却好像她说的那句名言，她从不去设计结果，也
不活在世俗庸见里，无论是做教练，还是当母亲，成为妻子，她只是听从内心的结
果，一场一场去拼……

“在中国体育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连续30年受万众顶礼膜拜。只有郎
平做到了。球员时代的五连冠带领中国走上世界之巅；执教以后再次率领中国女
排重回世界之巅……这30年来，中国女排的所有荣誉，几乎都和这个女人息息相
关。”——伟大的郎平。
影响世界华人奖——郎平和中国女排
2016年3月25日，郎平和中国女排获得“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在2015世界杯决赛，郎平率领中国女排夺冠，让女排热潮再次席卷华人世界。
郎平和中国女排被评为影响世界华人奖。
郎平——《2015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临危不乱，一锤定音，那是荡气回肠的一战！拦击困难、挫折和病痛，把拼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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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如钉子般砸进人生。一回回倒地，一次次跃起，一记记扣杀，点染几代青春，
唤醒大国梦想。因排球而生，为荣誉而战。一把铁榔头，一个大传奇！ 这是郎平
《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颁奖词，是对郎平对中国女排做出贡献的肯定！

三、莎普爱思的支持与广大网友送来祝福

二、国家领导人对郎平的充分肯定和表彰

八月里约，圆满落幕。女排重回巅峰，让无数人激动泪目。而这其中，也有一群
可爱的人，他们在奥运举办的这些天里，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堪称“奇迹”的距离，
以这种方式来助力中国女排的奥运夺冠之旅！跨越7省，总计9万公里，足够从北京
去往里约5次。

习近平主席表扬中国女排

2016年8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国奥运代表团，并向
运动健儿们表达了真挚的问好。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盛赞了运动健儿们取得
的佳绩，尤其点名表扬了中国女排和女排精神，让网民们大呼“振奋人心”，实现民族
复兴需要发扬女排精神。
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也难掩振奋之情，在微博中贴出了自个和习近平主席握手的
照片。
国家体育局总局局长刘鹏表彰女排
同时，在表彰大会上，国家体育局总局局长刘鹏还特别表达了中国女排的拼搏精
神和爱国热情。他指出：中国女排在小组赛排名第四的不利情况下,最终连克强手、
时隔12年后夺冠非常令人振奋。
全国五一劳动奖
为了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里约奥运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2016年8月30日，中华
全国总工会授予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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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运举办的这些天里，有些选择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堪称“奇迹”的距离，有些
人则选择了一边玩游戏一边为女排加油，为郎导点赞！一款名为“决战莎场”排球游
戏，在奥运期间粉墨登场，连郎平都在玩呐！

莎普爱思—“我与郎平”征文比赛
当然，也有这么一群人选择默默地为郎导送上祝福，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女排姑娘
的喜爱，对郎平主帅的认可与肯定。
奥运虽然结束了，但奥运精神、女排精神、郎导精神将永远不会结束，她将引
领并鼓舞着我们走向更伟大的中国梦。

她，临危不乱、一锤定音，一记记扣杀，点燃几代青春，唤醒大国梦想。因排球
而生，为荣誉而战，一把铁榔头，一个大传奇。
如果说“铁榔头”的一锤定音是力者果敢的展现，那么作为教练则更多体现的是智
者的谋略。力者与智者的完美结合。她，就是郎平，不仅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
界排坛的传奇。
从刚刚结束的奥运会女排比赛中，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她身上的坚韧、坚强和
坚持的精神，一次次突破、一次次反击最终拿到女排冠军。身边的你有没有和郎平
拥有一样精神呢，或者你是否曾经与郎平有过交集？请结合自身，写一篇关于“我与
郎平”为主题的文章，具体内容如下：
1、 活动时间：
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10月15日。
2、 参加对象：
不限。
3、 征稿要求：

摘自莎普爱思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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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出品

文章主题：与郎平相关即可,题目自拟。
字数要求：1000字起，上不封顶，可带配图。
4、参与方式：
（1）纸质稿件：请将作品与报名表格寄往：浙江省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新明路
1588号，内刊项目组收。信封请注明：“我与郎平”征文比赛并附带以下报名表。
（2）电子稿件：将作品与报名表（按照报名表格式内容填写在A4纸上、拍
照）发送至spasneikan@163com(信件主题请注明“我与郎平”)稿件请用Word编写，
上传电子信箱附件。

莎普爱思滴眼液

通用名：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莎普爱思
关注

5、 评选过程：
（1）征稿结束后，投稿稿件将汇总，由征文活动组委会进行评审20名入围名
单。
（2）入围稿件将在莎普爱思官方微信进行投票，产生一、二、三等奖。

广告

提醒您

眼健康

更多资讯
请扫一扫关注哦

6、 奖项设置：
一等奖一名：郎平亲笔签名排球一个（有图有真相噢）并有机会获得与郎导见
面的机会呦。

强身牌

复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二等奖二名：莎普爱思臂式血压仪一台。
三等奖三名：莎普爱思上市纪念款充电宝一个。
入围奖：莎普爱思热敷眼贴一盒。
7、 咨询方式：

更多资讯
请扫一扫关注哦

电话：0573-85229038
附：

“我与郎平”比赛报名表
姓名
篇幅

单位
短篇

职业
中篇

强身牌

四子填精胶囊

长篇

作品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介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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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或者微信

更多资讯
请扫一扫关注哦

地址：浙江省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新明路1588号
电话：0573-85030161
传真：0573-85030161
网址：www.zjspas.com
E-mail：zjspas@zjsp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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