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016年9月27日，奥运冠军向艳梅（右二）回到母校古丈县玉玲举重学校看望师生。（资料
图片） 通讯员 摄

2017年9月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刘铮铮深读08

发祥地走出3位奥运冠军

训练馆墙上，“向师姐向艳梅学习”“练体
能、练要领、练意志，再出奥运冠军”的大红宣
传标语非常醒目。

今年8月底，在天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
运动会女子举重69公斤级比赛中， 向艳梅以
总成绩258公斤夺冠。 至此，25岁的向艳梅实
现了从全运会到亚运会、世锦赛、奥运会均摘
金牌的佳绩。

这个消息传到茶乡古丈， 就像给正在训
练的孩子们打了鸡血一样。

向艳梅的母校———玉玲举重学校， 是自
治州举重运动的发祥地。曾文清说，自治州举
坛奠基人、 开山之祖是古丈籍运动健将曹文
富。

上世纪70年代初， 从省举重队退役的曹
文富回到了家乡古丈，从事体育教学工作。期
间，曹文富组建了古丈县第一支举重队，队员
当中包括后来走上举重教练岗位的国家级教
练甘智悦。“曹老师在古丈任教近10年， 培养
了一大批举重运动爱好者，使举重这粒火种，

在自治州播撒开来。”甘智悦介绍说。
曹文富对新中国第一批举重名将陈镜

开、黄强辉等人的训练方法和技术特点，进行
了深入研究， 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自治州举
重项目的训练工作之中。

改革开放后， 举重项目在竞技体育落后
的自治州得到发展。1991年，在第四届亚洲女
子举重锦标赛上， 自治州古丈籍举重健将龙
玉玲获得52公斤级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
牌，并打破该级别世界纪录。从这以后，自治
州运动员在世界举坛上屡创佳绩。

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 自治州保靖籍
运动员杨霞夺冠， 成为我国第一个女子举重
奥运冠军，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自治州共诞
生了3位奥运会冠军， 收获4枚奥运会金牌，2
次打破世界纪录和奥运会纪录。

“三苦精神”是不二法门

领导苦干、教练苦抓、运动员苦练的“三
苦精神”，以及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点、线、面
结合的选拔体系， 成为自治州体育彰显地方

特色的不二法门。近年来，自治州坚持举重项
目优先发展，实行政策、经费、人才倾斜，积极
探索一条符合竞技体育规律的发展之路。

举重艰辛的训练生活和教练魔鬼式的训
练要求，对运动员而言，要“吃得苦、耐得烦”。

向艳梅有一年就偷偷跑回家一次。学校老
师苦口婆心地把她又找回来。几十年一直在古
丈从事体育教学的曾文清， 则更有切身体会。
“山里的孩子大多脾气倔强， 有时候就会偷偷
跑回去。很遗憾，有些孩子半途放弃了举重，但
大多数孩子选择了坚守。”

这些运动员大多是自治州保靖、 龙山、
古丈、泸溪等县的农村孩子。这些地方的群
众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民间体育， 举石担、
石锁等体育运动长盛不衰。孩子们在耳濡目
染中， 孕育了他们的体育天赋。“天生有神
力”，自治州人相对矮小精悍的身体形态，也
很适合从事举重训练，尤其是在小级别举重
运动中。而且，自治州女运动员相对容易脱
颖而出。

由于训练场地、器材、设备相对简单，最
近10多年来， 举重项目在自治州得到快速发

展，举重运动员也以技术动作规范、耐力好、
爆发力强而著称。

举重冠军是这样炼成的

自治州在运动员的选才、培养、输送和教
练员的培养、使用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

招生选才难是每一个体校都存在的现实
问题。 发现杨霞的自治州体校举重中心主任
李小平说：“杨霞夺金，有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不少家长开始愿意让孩子练习举重， 因为有
可能成为全国冠军甚至奥运冠军， 从而改变
命运。”

自治州举重中心的教练员经常下到各县
的边远山区、农村学校，走村串寨招生，耐心地
做学生、老师、家长的工作。有时为了一个好苗
子，反反复复做工作，啃硬骨头。

自治州举重的辉煌，凝聚了一大批基层
教练的艰辛付出和汗水。他们坚持业余训练
时间每年在300天以上，每天坚持训练在3个
小时以上，并常年坚持教练员、运动员出早
操。持续科学艰苦的训练，正是自治州举重
取得好成绩的根本保证。

自治州在克服招生难、管理难的基础上，
加强与省举重队联系，多渠道寻找出路，输送
举重人才。自治州举重中心的队员，首先由湖
南省举重队挑选，随后，再由八一队挑选，如
果省队和八一队都没挑上， 就可以送往外省
举重队了。自治州第一位亚洲冠军、陕西省女
子举重队总教练龙玉玲说：“我们的很多队
员，都来自湖南。”

自治州举重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
国家举重队将自治州作为重要的训练基地，
多次到自治州体校举重中心封闭式训练。

自治州坚持训练、文化学习、食宿“三集
中”的模式，并成立了经费独立核算的自治州
举重人才基地，逐年加大投入力度。尤其给予
了很多特殊政策， 吸纳和引进特殊人才回家
乡体校执教， 古丈县最近把举重冠军陈初富
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古丈县玉玲举重学校任
教练。 建设了目前省内一流的自治州举重训
练馆； 在省内首次将运动员的生活补贴及文
化教学支出，纳入当地财政预算。

9月4日傍晚，记者在玉玲举重学校看到，
小健将们个个练得大汗淋漓。他们中，已有人
开始接过自治州举重的接力棒， 继续书写举
坛的传奇！

“举”起来的荣耀
———永州举重屡创辉煌的背后故事

“举”起一个世界
———自治州缘何成为举重冠军的摇篮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正在天津举办的第十三届全运会上，永州举
重再传捷报。永州市江永籍运动员廖秋云参加女
子举重53公斤级比赛，以抓举95公斤、挺举127公
斤、总成绩222公斤夺取金牌；在女子举重63公斤
级比赛中， 永州籍运动员周小青代表广东队参
赛，获得铜牌。此前的6月17日，在日本东京举行
的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上，永州籍运动员朱巧玲
获女子53公斤级比赛抓、挺、总三项冠军，阳春燕

获女子58公斤级比赛抓举冠军， 周小青以106公
斤的成绩获得63公斤级抓举金牌。

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永州举重运动，历
经40年风雨征程，众多选手攻坚克难，过关斩将，
先后获得2个奥运冠军、3个奥运亚军、40个世界
冠军、70个全国冠军， 先后涌现出廖素萍、 李宏
利、李运利、乐茂盛、王明娟、赵常玲、周燕、胡贵
富、欧小华等20多名国际健将。永州举重健儿用
钢铁般的意志，在世界举坛上屡创辉煌，为永州赢
得了“举重之乡、冠军摇篮”的美誉。

9月4日，凌晨5点多，永州市体校举重教练李
世英准时出现在学校操场上，带着一群10多岁的
学生，挥汗如雨地进行体能训练。

李世英告诉记者，这些大多来自江永、宁远、
道县等地的山区农家孩子，从10多岁开始，在教
练的陪伴、指导下，几年如一日，不论酷暑寒冬，刻
苦训练，走出了一个又一个名扬海内外的世界级
“大力士”。

上世纪70年代末， 当时在九嶷山下的宁远，
一些业余举重爱好者相聚在宁远机械厂工人周
林生周围，凑钱买来些简单的器具，不管刮风下
雨，坚持练习举重。几年下来，居然有人在国家级
比赛中获奖，铸就了胡贵富、欧小华等最早的一
批举重人才。

而在与广西贺州交界的江永县，1982年从湖
南师大毕业分配到县体委工作的梁小冬，兼任县
体校教练。他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来，买回7副
旧杠铃，组建了当时永州第一个举重班。虽然设
施简陋，条件艰苦，几年下来，却结出了硕果。

“永州的第一个奥运会冠军王明娟，就是从江
永走出来的！” 李世英向记者说起了王明娟的往
事。

王明娟1985年出生在江永县潇浦镇桐岩村。
7岁时， 她就表现出与同龄孩子不一样的特质：力
气特别大。梁小冬特别注重选苗和培养，偏爱选拔
性格倔强、 爆发力强、 能吃苦的农村孩子。1995
年，10岁的王明娟被选入江永县业余体校练习举
重。在江永县体校、永州市体校，后到省举重队，王
明娟经陈桂凤、 梁小冬等教练精心训练， 进步很
快。2001年， 年仅16岁的王明娟在第九届全运会
上一鸣惊人，勇夺女子举重48公斤级冠军。随后，
王明娟进入国家队。2002年， 在波兰举重世锦赛
上，王明娟一举夺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块金牌，
并打破3项世界纪录。2005年，王明娟因伤病没有
拿到全运会金牌，萌发了退役的念头。梁小冬知道
后，鼓励她战胜伤病。历经风雨坎坷，王明娟一直
没有放弃。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王明娟终于
站到了女子举重48公斤级冠军领奖台上。

永州的举重人才，主要来源于江永、宁远、道
县等山区县。据介绍，当时之所以选择这个项目，
一是因为山里的孩子性格倔强，吃苦耐劳，有一
股狠劲，爆发力强，适合举重训练；二是举重对场
地、器材要求不高，一副杠铃即可练起来，属于
“廉价”项目，比较符合永州实际。

曾经是梁小冬任永州市体校教练时学生的
李世英，说起梁小冬，充满了敬意和怀念。梁小
冬2012年1月23日在国家队备战伦敦奥运会
时，因劳累过度引发心源性猝死，为举重事业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 李世英说， 整整30年的举重
教学生涯，梁小冬用他的热爱、执著、拼搏、敬
业，不仅培养出了一大批举重健将，还带出了莫
慧玉、李均友、王赛、李世英等一大批爱岗敬业
的举重教练。

多年的埋头苦干，山区永州终于放飞出了一

只又一只“金凤凰”。在1990年第四届世界女子举
重锦标赛上，江永籍运动员廖素萍一举夺取52公
斤级冠军，成为永州第一个举重世界冠军。

从那以后，永州籍举重精英层出不穷。永州
举重队从1986年起，连续多年包揽了湖南省举重
常年比赛的团体总分第一名，创造了湖南举重史
上难以逾越的纪录。永州也由此一跃成为我省举
重人才培养重要基地。

近年来，永州举重更是呈现“井喷”之势。具
有年龄优势的“五朵小花” 廖秋云、朱巧玲、阳春
燕、廖秀珠、周小青，都是世界级比赛的“冲金”
人才。今年6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青年举
重锦标赛上，中国队主教练、湖南举重队总
教练周均甫接受采访时说：“朱巧玲是湖
南自己培养出来的又一位优秀选手，希
望在未来能够冲击奥运会奖牌。”

7副旧杠铃圆了“金牌梦”

汗水垒成“冠军摇篮”

屡创辉煌的秘诀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石立新

下蹲、抓杠、上挺、起
身……9月4日下午，在奥运

冠军向艳梅的母校———古丈
县玉玲举重学校的训练馆里，

一群12至15岁的小运动员，正在
反复练习举重的相关动作。教练陈

初富等穿梭期间，不停地纠正他们的
动作要领。校长曾文清临时担任“讲解

员”，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举重运动
“发家史”就此揭开。

� � � � 8月28日，天津市滨
海新区大港体育馆，运
动员廖秋云以总成绩

222公斤夺得第十
三届全运会女子举

重 53公斤级冠
军。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 2012年在伦敦奥运
会上夺得金牌的王明娟。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 6月17日，在日本东京
举行的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
上， 国际举联秘书长给永州
籍举重选手朱巧玲（右一）颁奖。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 永州市体育学校举重馆
内，学生们在刻苦训练。（资料
图片） 通讯员 摄

谈及永州举重40余年来长盛不衰的秘诀，永
州市体校校长伍细文说：“这与永州市探索出一条
符合永州实情的竞技体育发展之路是分不开的。”

多年来，永州市竞技体育坚持举重项目优先
发展，实行政策、经费、人才倾斜，财政、教育等部
门倾力支持。先后培养了梁小冬、莫慧玉、李世
英、王赛、李均友、陈桂凤、江宁丽、陈勇等数十名
优秀举重教练员，建立健全了市、县、乡镇、学校
四级选才网络，出台了《永州举重后备人才选才
标准》《永州运动员参加各级各类比赛奖励办法》
《永州市体校学生学习、生活、训练管理制度》等
一系列规章制度， 每年都组织教练员到基层、乡
镇中小学、幼儿园进行大规模的选才。同时，充分
发挥竞赛杠杆作用，先后举办雅典奥运会女子选
拔赛、全国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全国高水平举重
后备人才基地赛、湖南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等多
项高水平、高规格的举重赛事。目前，永州举重业
余训练形成了以市体校为龙头、县区体校为辅助
的训练格局，常年在训运动员达数百名。

伍细文从事教练工作已30多年。 在他看
来， 全市举重运动是一盘棋， 只有布局扎
实，才能厚积薄发。永州市业余举重训练
的校、班、点有10多个。近年来，一些中
小学开始和体校联合办学，举重人口
的基数不断增加。市、县的教练每年
都要到全市100多所中小学校去
挖掘举重好苗子。同时，市、县
建立了信息库和人才网，举重
尖子层出不穷。

永州举重为何能持
续不断地出成绩？ 伍细
文认为， 科学的训练

方法和管理模式是关键。永
州有一批事业心强、 技术
水平高的教练员，他们在
40余年探索中，摸索出
了一套培育后备人
才的科学训练方
法， 通过精心选
苗、 科学训练，
才使得永州
举 重 这 些
年能够长
盛 不
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