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铁榔头”赛后哽咽：“其实
挺难的”

“升国旗，奏国歌。”本届赛事伊始，
一向低调的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就给
出了言简意赅的“6字目标”。

整整半个月赛程，郎平带领着女排
姑娘们一路高歌，最终以11连胜的骄人
战绩顺利卫冕冠军。

全胜夺冠、 提前卫冕、9场零封对
手、第10个“世界三大赛”冠军……完
美、霸气、无悬念等，成为大家最近说得
最多的词汇。人们看到了中国队打得顺
风顺水、赢得看似容易，却没看到每场
球暗藏汹涌，没看到张常宁赛前对抗伤
病，没看到朱婷顶住高压，更没看到年
近60岁的“铁榔头”肩上的重担。

“其实挺难的，我们16个队员，也是
11场比赛一场场拼。”赛后，有着“铁榔
头”称号的郎平，在媒体镜头前几度哽
咽，最终提前结束了采访。

应该说不止本届杯赛，作为中国三
大球的“实力担当”，中国女排从来都不
易。1981年同样在日本， 中国女排的首
个世界冠军从这里开始。38年间， 中国
女排经历过问鼎雅典、笑傲里约的荣耀
和喜悦，也品尝过兵败悉尼、折戟伦敦
的辛酸和苦涩。

从郎平到朱婷，从孙晋芳到丁霞，
从张蓉芳到张常宁， 从周晓兰到袁心
玥……女排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而传承的背后，只有当你明白她们
的不易， 才能真正理解女排精神的内
蕴：“女排的精神不是赢，而是有时知道
不会赢，却还要竭尽全力，在所不惜。”

11连胜庆“十一”，“朱袁
张”组合火花四溅

虽然28日拿下塞尔维亚队后，中国

女排已锁定冠军，但全队上下拒绝提前
“放假”，从球员到教练一致表态：比赛
还没结束。

末轮战排名倒数第三的阿根廷女
排，郎平仍派出了朱婷、袁心玥、张常
宁、颜妮、龚翔宇、丁霞和王梦洁的固定
首发。

这也成为中国女排本届杯赛之所
以“遇强则强，遇弱仍强”的关键，她们
始终坚持做好自己。正如郎平所说，“我
们不在乎别人学习我们，没有什么好掖
着藏着的。是骡子是马，大家上去互相
较量。”从本届世界杯的整体表现来看，
这套首发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女排在东
京奥运会的主力阵容。

本届比赛，由朱婷、袁心玥和张常
宁组成的“朱袁张”组合大放异彩，使中
国队的进攻点更加平均，也成为赢下美
国、巴西、荷兰等强队的制胜关键。特别
是在对阵“老对手”美国队的比赛中，三
人的发挥帮助中国队不论是在整体串
联、 发接发稳定性还是拦网表现上，都
实现了对对手的全面压制。

赛后，朱婷被赛会评选为本届赛事
的MVP（最有价值球员），这也是朱婷连
续在两届女排世界杯上加冕MVP。

比赛期间，很多球迷十分关心朱婷
手部的伤势，赛后她向广大球迷表示感
谢：“进国家队之后大家都很支持我，我
的手没有太大问题， 现在比赛已经结
束，也可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

以强势卫冕之态完成了本届世界
杯征程后，中国女排也为2019年画上了
一个圆满的句号。接下来，郎平和女排
姑娘们都需要好好休息，以迎接不到一
年即将开启的东京奥运会。

继续磨练，全力备战东京
奥运会

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此次中国
女排成功卫冕世界杯，完成了东京奥运
会之前最重要的一次练兵。

同样是“卫冕之路”，奥运会的征途
必将充满更多险阻。而接下来不到一年
的岁月，郎平和她的球队会为了这个梦
想继续磨练，无惧前行。

由于塞尔维亚队未派最强阵容参
赛， 意大利队意外未获世界杯资格，加
上此次中国女排的强势夺冠让对手“如
梦方醒”……可以预想，明年的东京奥
运会，中国女排需面对的困难不亚于任
何一届。

而通过本次练兵，中国队既体现了
优势，也暴露出问题。对阵喀麦隆队，中
国女排一度在第三局大比分落后，郎平
表示队伍面对非洲球队的“怪球”应变
不够快。这也成为本届比赛中国女排出
现的相对薄弱环节———只要郎平和教
练组赛前准备充分，球队有足够的执行
力实施计划， 但一旦出现意料外的状
况，场上局势就较难把握。

“今年打得还是比较顺，因为没有
什么大的伤病， 准备得比较周全。但
拦网有起伏， 对对手不是特别了解、
打那种比较怪的球，我们就顶不住。”
谈到明年东京奥运会的前景，郎平表
示中国队会做更好的准备，进一步提
高自己。

一个有意思的巧合是，此前中国女
排夺得的三次奥运冠军，每一次都是先
在奥运会前问鼎世界杯。1984年洛杉矶
奥运会前，中国女排在1981年世界杯夺
冠； 雅典和里约奥运之前， 则分别在
2003年和2015年世界杯夺冠。

带着这样的“好兆头”，希望中国女
排接下来好好享受“假期”、养精蓄锐，
全力备战奥运。9个月之后，中国女排东
京见！

世界杯完美收官，东京见！
� � � �29日，已提前卫冕的中国女排一
鼓作气，3比0完胜阿根廷队， 最终以
11战全胜战绩完美收官2019年女
排世界杯。 在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之际， 这支感动中国近40年的队
伍，又一次为祖国献上了一份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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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从农村职业经理人到土地入股的“农股东”、
从“网红”推销员到操作农业无人机的“机手”……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一些新职
业、新“农人”在广大农村地区遍地开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把现代特色农业这篇文章做好。

金秋时节，记者采访发现，“新农民”在乡村不
断涌现，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农村发展有了更多
生力军、农业进步有了更好的“接班人”。

“田把式”变身“职业经理人”
深秋的辽宁东部山区，层林尽染。在鞍山市唐

家房镇的农场里，42岁的桂永帅正和50多名当地
农民一起采摘葡萄。

桂永帅的祖父、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田把式”，靠
着勤奋和头脑灵活， 成为带领当地农民致富的种田能
手。到了桂永帅这一代，他觉得种田不能只靠出蛮力，
还要懂技术、会经营。一边经营着300多亩果园，他一边
到全国各地取经、求学，成为高级农业技师并被评为农
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如今，桂永帅建起了鞍山市第一家
富硒农业产品基地，目前种植有富硒水果、富硒蔬菜六
大品类、四十多个品种，年产值达600多万元。

富起来的桂永帅开始谋划更大的产业发展，
他通过传授技术、回购农产品等方式，带动鞍山地

区680户贫困户、3200多名农民增收致富，成为他
们的“职业经理人”。

近年来，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深入推进新型职
业农民教育取得显著成效， 全国新型职业农民队
伍超过1500万人，成为发展现代农业，实现乡村
振兴的骨干力量。

土地“农股东”：分红做工两不误
“好吃又好看”的蓝莓，在扮靓荒山荒坡的同

时，推动着安徽省怀宁县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成为
助民增收，振兴乡村的“幸福果”。

“2012年，我们以谷泉村三个村民组的200余
亩山地为基础， 农民用公司支付的5年土地租金入
股，公司按总股本100万元进行折股量化，共同组建
公司。目前有32位农民成为公司股东。”盛丰生态林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启求说，除了分红收入，农民
通过在蓝莓基地打工，一年还能挣一万多元。

众多蓝莓企业带动当地贫困户学习技术、参
加生产，拔掉“穷根”。“蓝莓产业带动怀宁县1500
多户贫困户实现增收脱贫。”怀宁县农委蓝莓产业
发展办公室副主任朱能益说。

据了解，截至2019年9月，我国土地经营权入
股试点已由2015年的7省7县扩大到14省100多个
县。 土地经营权入股让企业获得了长期稳定的生
产经营要素， 让农民分享到了更多的产业链增值
收益，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发展。

农民“网红”“飞手” 掀起别样“乡土热”
“大家好，我是乐文秋，今天带大家一起去挖

葛根……”在江西省宜春市明月山脚下的下巩村，
村民乐文秋用带有乡音的普通话对着手机镜头做
直播。

七年前，乐文秋胃部手术，因病致贫。病好后，
他开始种起猕猴桃、 八月瓜， 同时也贩卖一些山
货。2017年， 乐文秋参加当地政府开展的互联网
电商培训，萌生了在网上卖山货的想法。

从在朋友圈叫卖到拍短视频推销， 再到在镜
头前直播原生态的乡村生活……乐文秋逐渐成长
为一名“网红”。他很快就尝到了“流量创收”的甜
头：过去难卖的山货在网上成为抢手货，一年内销
售额达三四十万元。

42岁的江西省余江县洪万村农民辛建英只有
小学文化程度，但在村民们眼中，她是个会开“飞
机”的“能人”。辛建英开的植保无人机能装载10公
斤药水，飞行一次可完成8亩多稻田的作业量。辛建
英告诉记者，“飞防队”不仅解决了合作社面临的劳
动力紧缺难题，也为“飞手”们带来可观的收入：“一
年忙几个月就有2万元进账。”

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信息， 截至2019年
初，全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突破2000万，计划今
年还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万人以上。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咱们村里的“新农民”
� � �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商务部副
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9月
29日表示，国庆节后的一周，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
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率团赴华盛
顿举行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王受文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
他说，前不久，双方经贸团队在华盛顿

举行了副部级磋商， 就共同关心的经
贸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 也就第
十三轮经贸高级别磋商的具体安排交
换了意见。 中方对谈判的立场是一贯
的、明确的，中方的原则已多次强调。
双方应按照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原
则，通过平等对话，找到解决问题的办
法。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也
符合世界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刘鹤将率团赴美
举行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 � � �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
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正式和完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四个
现代化”的任务。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
本完成， 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
转。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
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
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
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
水平”。为了实现“四化”，从第三个五
年计划开始，“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

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
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社会主
义道路的过程中，通过反复思考，确定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从此，实现“四
化”成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不
懈奋斗，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
步提出“三步走”战略，开创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和完善经济社
会发展的内涵，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阔步前进。

（据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我国初绘现代化蓝图

� � � �“我回国后与当时的全国冠军交手，打了他个
15∶0、15∶6。”被誉为新中国羽毛球事业“拓荒者”
的王文教回忆道。差距如此悬殊，深深震撼了他，
这促使当时年仅20岁的他下定决心离开印尼，回
到祖国，为振兴祖国的羽毛球事业贡献力量。

当今的国际羽坛，中国队乃名副其实的主角。
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我国的羽毛球水
平也处于起步阶段。祖籍福建南安的王文教1933
年出生于印尼，上世纪50年代初是印尼家喻户晓
的羽毛球明星。1953年， 王文教随印尼体育观摩
团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正
是这次比赛， 让他意识到了中国羽球与世界顶尖
水平的巨大差距。

1954年，王文教不顾印尼方面的阻拦和家人的反

对，与搭档陈福寿等华侨青年一起，踏上了归国的旅
程。为此，他们毅然签下了“永不回印尼”的保证书。

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王文教的命运，也让中
国羽毛球迎来了加速发展的春天。

回国之后， 国家体委以王文教、 陈福寿等为
主，在中央体育学院成立羽毛球班，王文教担任教
练和队长。当时北京没有合适的场地，他就带着队
员们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里训练。

1956年11月，福建省成立了我国第一支省级
羽毛球队，随后上海、广东、天津、湖南、湖北等相
继建队。两年后，随着中国羽毛球协会在武汉正式
成立，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成立羽毛球队。这些
集训队伍均以王文教和陈福寿合写的有关羽毛球
训练方法（后结集成书，名为《羽毛球》）为指导刻苦

训练。在此期间，全国性比赛也开始密集举行。王文
教等人带回的先进打法和理念，犹如一颗“火种”呈
燎原之势，使羽毛球运动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

执教二十余载， 王文教培养出一大批羽球人
才：杨阳、赵剑华、李永波、田秉毅……可谓桃李满
天下。在其执教期内，中国羽毛球队一共获得56个
单打世界冠军和9个团体世界冠军。 毫不夸张地
说，王文教，就是中国羽毛球走向辉煌的奠基人，
而“人民楷模” 的称号正是对其几十年来心怀祖
国、辛勤付出的最好褒奖。

如今的王文教，虽然离开国家队一线多年，但
他的爱国情怀、为国争光的精神，仍激励着中国羽
毛球队年轻一代，向着中国体育新的辉煌前进。

（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共和国荣光

火种到辉煌
———记新中国羽毛球事业“拓荒者”王文教 � � � �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读到一

份讲述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通过整
治土地、兴修水利、科学种田，使粮食
产量大幅提高，全村面貌焕然一新的
报告，挥笔写下了“愚公移山，改造中
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批语。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为这个
伟大精神所感召，中国人民抒写了无
数重整山河的壮丽诗篇。 特别是在
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 全国
人民面对极端困难的考验，展开了一
场同自然灾害和物质匮乏的斗争。

昔阳县大寨村， 位于山西省晋中
太行山麓海拔1000多米的山区。 这里
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大寨人在党
支部的带领下，苦干、实干、拼命干，从

1953年开始，用五年时间，改造了全村
七条大沟，把深沟变成了良田，被誉为
“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1962年，
在全国大灾和严重困难的年景下，大
寨粮食亩产高出同县平均产量530斤。

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位于太行
山东麓， 自古以来就严重干旱缺水。林
县人民在县委带领下，大胆设想引漳河
水入林县，“重新安排林县山河”。1960
年初，3.7万名林县群众开始向太行山
开战。经过五年苦战，1965年4月5日红
旗渠总干渠通水。 随后用了七八年时
间，进行支渠配套、总干渠加高加固，直
至1974年8月，红旗渠全部竣工。红旗
渠被誉为“人造天河”，至今仍发挥着积
极效益。 （据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 � � �9月28日，中国队球员朱婷（左）在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发

9月29日， 中国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中
国
女
排
真
英
雄

王亮

习近平总书记说：“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
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在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中国女排以11
连胜之雄姿卫冕世界杯冠军， 拿到了第十座世界冠
军奖杯，让国人雀跃，令世界叹服。中国女排是中国
体坛的英雄，也是整个国家的英雄，值得民众崇尚。

纵览中国体坛， 中国女排毫无疑问是近几十
年， 最具代表性的一支队伍。 已上映的献礼影片
《我和我的祖国》里，《夺冠》这个章节说的就是关
于中国女排的故事，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女排于国
家和人民的巨大影响和特殊情结。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
上演了“五连冠”壮举，打破了世界对中国体育乃至
中国人的偏见，鼓舞了中国人民，振兴了一个时代。
现在即将进入2020年， 中国女排第十度成为世界冠
军，依然是中国人心中高高飘扬的一面旗帜。

中国女排为何长盛不衰？ 缘于这支队伍淬炼
出女排精神。 什么是女排精神？ 曾是中国女排队
员， 现在是中国女排主教练的郎平最有发言权：
“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 而是有时候明知不会
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走得摇摇晃晃，依然坚
持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眼中坚定。”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百废待兴，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只有200多美元，女排精神代表的更多是一种
力量，激励着国人拼搏奋进、迎头赶上。改革开放
四十年后， 中国成就辉煌， 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女排精神体现的更多是一种态度，象征着当下
国人的开放和自信。

由陈可辛导演的电影《中国女排》将于2020年大
年初一与公众见面， 预计又将掀起新一轮的女排热
潮。团结协作、屡创佳绩的中国女排配得上国民的崇
尚，今天的中国也依然需要女排这样的英雄。

———新中国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