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敬所有為中國女排拚搏的人，所
有為體育事業奮鬥的人，所有為夢
想努力的人。





女排精神不是贏得冠軍，而是有時候明
知不會贏，也竭盡全力，是你一路即使
走得搖搖晃晃，還依然堅持站起來抖抖
身上的塵土，眼中充滿堅定。

—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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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中國女排的淵源很深。 1979年亞洲錦標賽，中國女排在香港擊敗當時的世界

冠軍日本女排，首次稱霸亞洲時，中國女排就與香港結下了不解之緣。後來在 1989

年和 1999年又兩次在香港奪得亞錦賽冠軍。 1983年，先父霍英東先生與一些有識

之士創辦了女排超霸杯（後改名為世界女排大獎賽），中國女排連續 10年參賽，每

年都與香港球迷見面，深受港人歡迎。當年很多香港人在臨街電視螢幕前駐足觀看

中國女排比賽。即使在中國女排最低谷的時候，香港球迷仍去機場接機，到香港體

育館給女排打氣。中國女排主帥郎平曾告訴媒體，香港是中國女排的福地，香港球

迷專業、熱情。

1984年我在洛杉磯看中國女排的比賽，看到郎平帶領球隊取得歷史上的第一枚奧運

金牌時，心情十分激動。後來中國女排從「五連冠」的不敗傳奇跌入低谷，經無數次

的絕地反擊後，終於重返世界巔峰。 2004年我在雅典奧運會上為中國女排頒獎，當

我把金牌掛在隊員頸上時，看到新一代女排隊員臉上洋溢的興奮之情，我的內心也

無法平靜。中國女排能夠在二十年後再次奪得奧運金牌，正是她們頑強拚搏，永不

言棄的精神。

我很欣賞郎平訪港時說的一句話：「排球從上世紀 80 年代到現在有很多改革和飛

躍，但女排精神的傳承沒有變化，每一個人都要為集體的榮譽而戰。大家所喜愛的，

是中國女排這種永不放棄的精神。」直到 2019年，中國女排奪得第十三屆女排世界

杯冠軍，創造十連冠的奇跡。體育的意義絕不只是賽場上的競技，它所蘊含的公平

競爭、團結協作的精神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重要的精神力量。

女排精神深深影響着每一代女排人，也在持續感染着更多人。近年來香港與內地的

體育交流日趨頻繁，香港有很多優秀的運動員前往內地培訓，孫玥、趙蕊蕊等前國

手曾多次來港幫助香港排球總會宣傳推廣大獎賽。陳亞瓊是第一次女排世界杯冠軍

成員之一，退役後到了香港工作，每年她都會帶香港的中小學生去北京訪問， 2004

序
言
一

香港起步，走向世界之巔 霍震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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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雅典奧運會後組織奧運冠軍到香港訪問。香港熱愛排球運動的人很多，每所中學

都有男女排球隊，甚至個別小學也有，在社區也開展了不少排球訓練班。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我們一直在追的中國女排》，以精彩的圖片和故事介

紹了 23位不同代的女排成員，分享他們的激情與夢想，生動地詮釋了女排精神：精

神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從嘴裡喊出來的，而是在日復一日的訓練比賽中奮鬥

出來的，歷練出來的，凝聚出來的。我真切希望讀者能從本書中汲取「女排精神」的

力量！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霍震霆 GBS, JP

2019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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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

序
言
二

郎平

或許是年紀相近的原因，最早和亞茹打交道的時候就感覺很親切，這樣的情分已經

持續了二十多年，現在依舊未曾改變。

1995年，在我第一次歸國擔任中國女排主教練的時候，每每帶隊訓練或比賽，都能

看見一個國家隊「編外人員」，她就是亞茹。有時她在場邊隨時舉着相機拍照，有時

作為賽事的官方攝影記者為我們拍集體照，記錄着屬於她自己鏡頭前的點點滴滴。

後來我才知道，她從北京體育大學畢業後，在清華大學任教，專業是籃球，但她對

排球攝影十分愛好，也不斷地研究，除了最經典的排球攔網的對抗外，她也拍攝了

不少需要有預判和蹲守的防守動作。有一年，中央電視台體育攝影大賽她獲得一等

獎的照片，竟然是德國世錦賽體育館頂棚上俯視拍攔背飛瞬間的抓拍照，畫面角度

令人震撼。

與亞茹接觸得多了，發現她性格開朗、親和，與教練員和運動員關係融洽，這給她

的採訪創造了便利條件。我在意大利執教時，《中國體育報》和中央電視台去採訪

我，其間，亞茹和另一位女記者就住在我家裡，後來我們就成了好朋友。女兒小的

時候，我們還相約去天壇公園玩，她為我和女兒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瞬間。

2004年雅典奧運會，我倆一起在雅典見證了那個如今想起來都無比「瘋狂」的夜晚。

當時，不同的是我坐在演播室裡當解說嘉賓，而亞茹則「戰鬥」在第一線。那場比賽

之後，我問亞茹看到中國隊奪冠的時候是甚麼感覺，亞茹告訴我當時她自己完全是

「大腦一片空白」，我能體會到這樣的感情，她早就超越了普通採訪記者的境界。 

2013年 4月，我回來再次擔任國家隊主教練。都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當時

很多來採訪的記者都是陌生的面孔，不過最高興的是亞茹依舊在。這些年來，無論

是高潮還是低谷，亞茹都始終和中國女排這個集體站在一起。

2015年在名古屋，我們以 3比 1的成績力克東道主日本，再次拿到了世界杯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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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亞茹用相機記錄下女排歷史上的重新崛起，我們能看到她鏡頭裡每個姑娘都光彩

耀眼。 2016年，里約奧運會女排八進四比賽，中國隊對陣東道主巴西，贏了之後我

問亞茹：「你怕不怕？」亞茹的回答則是：「有你在，大家都不怕！」當中國女排從里

約奧運會冠軍的領獎台上走下來之後，我們再次聊起這次奪冠，亞茹告訴我，她竟

有一瞬間忘記按下手中的快門。除了影像資料，那一刻值得所有人用心銘記。

二十多年一晃就過去了，日子匆匆從眼前溜走，但我們的感情依舊在，這可能就是

「老朋友」的緣故吧！願亞茹這部用鏡頭記錄的著作，能留給大家一些足夠美好的、

屬於中國女排這個大集體的特殊歷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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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鏡頭記錄歷史

二十年的時間並不短暫，足夠讓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進入「五十而知天命」的年

紀。而亞茹和我以及中國女排這個集體，恰好相識、相伴了二十多年。

記得我們相識，大概是在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那時候。一個和我屬於「同時代

人」、自我介紹是來自《中國體育報》的攝影記者的她，總是拿着相機在訓練場邊、

比賽場邊拍個不停。那個時候我沒有意識到亞茹拍的這些片子有甚麼意義，除了各

大賽登上冠軍領獎台的時候，平時的比賽，特別是訓練，真的有這麼辛苦去「記錄」

的意義嗎？特別是那個時候不像現在，很多照片要事後沖洗出來，底片還要保存

好⋯⋯如今再回憶，亞茹真的不容易，一位女士要大包小包地扛着一大堆的器材，

而且要在場邊跑來跑去，這強度，不誇張地說，不亞於場上訓練和比賽的隊員。

現在亞茹採訪以及拍攝中國女排已經駕輕就熟了。無論是我做國家隊主教練時候的

隊員馮坤、周蘇紅、劉亞男等，還是後來的魏秋月、王一梅、薛明，乃至郎平郎導

率領下在 2015 年世界杯、 2016 年奧運會和 2017 年大冠軍杯再度問鼎「三冠」的

惠若琪、朱婷、袁心玥、張常寧她們，見了亞茹的面，都會尊敬地稱呼她一聲「亞

茹阿姨」，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對亞茹的一聲尊稱，而且是女排這個大集體不同時

期的隊員對她發自內心的尊敬。這些隊員每逢參加重大活動，只要亞茹在場，都會

見了亞茹的面之後又是擁抱、又是嬉笑地纏着亞茹說：「亞茹阿姨，你幫我們拍唄，

因為你拍出來的好看。」她們之間已經不僅是記者與被採訪者之間的感情了。

記得 2004年雅典奧運會女排決賽的時候，一開始我們大比分 0比 2落後。那個時

候，亞茹除了要拍好比賽的片子，還要惦記着教練席上的人—當時排球運動管理中

心的徐利主任，他是亞茹的丈夫，如今回憶起來，頗有些「夫妻同時上戰場」那種「血

染的風采」的感覺。那場比賽，最終我們贏了，亞茹在給我們拍奪冠後的照片的時

候，手都是顫抖的。那一刻，亞茹和我們，真的是一個一起「戰鬥」的集體。無論是

中國女排高光的時刻，還是低谷的時刻，都從未間斷。

序
言
三

陳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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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亞茹在採訪完里約奧運會與我們相聚，聊到四分之一決賽中國女排大戰巴

西女排的比賽時，不過是呵呵一笑：「2004年那麼『慘烈』的場面我都經歷過了，並

且挺住了， 2016年就不算甚麼了，特別是中國女排扳回一局的時候，我就相信這場

比賽我們有的打，只要邁過了這一關，冠軍就八九不離十了。」

我看得出來，亞茹早已經超越了普通記者的境界，而是進入一個「忘我」的境界。

大概是在前兩年的夏天，亞茹告訴我，有不止一位朋友「攛掇」她，讓她把過去二十

多年來採訪、拍攝中國女排的片子結集成一部書出版，即一部用鏡頭記錄的關於中

國女排的著作。聽了之後，我也很為她高興，如果說用文字記錄的作品，還有作者

的個人情感在裡面，那麼亞茹用鏡頭所記錄的歷史則是摻不了假的，且是最真實的。

如今，亞茹不僅是攝影記者，還是中國攝影家協會的理事，她應該有這樣一部著作。

亞茹問我，支持不支持她，並是否願意為這部著作寫篇東西，我當然支持且願意。

動筆的時候，我又一次翻看了這些年來亞茹拍好後送給我的片子，過去二十多年相

識相聚的一幕幕，彷彿又展現在眼前。

還是那句話：二十年並不短暫。莫忘初心，方得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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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我們的天職，也許是我們的光榮。
—馬爾克斯

從 2008年我剛有想法整理出版一本書記錄中國女排，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確定等

到以後再翻看這本書時，會不會懷疑這些自己拍攝下來的影像是不是真的。就像再

過些年，當再看到這本整理了這麼久的書時，我可能會懷疑，我何曾這樣深情過⋯⋯

每當整理硬盤裡拍的中國女排的照片時，我都會仔細翻閱要用的照片，在那一瞬間，

我突然發覺，這些女排將士在說起排球這項運動時，是把她們的一切都傾注在那一

聲長長的「女排精神」裡。

我也是。

對我來說，故事應該從 1998年世錦賽開始。

當時，我本來還有別的拍攝任務，後來得知需要調過去拍女排姑娘們的素材，跟每

個媒體人一樣，我跟領導拍着胸脯保證說：「保證完成任務。」是啊，也就是從那一

刻開始，紙給我，相機給我，紙短情長，我用這些影像把歲月還你，把對女排的情懷

還你。

我是學體育出身的，最開始對我自己拍的影像並不滿意，從人物，從構圖，無論從

甚麼角度，我都覺得少了些甚麼。後來有一次準備拍一些女排姑娘們訓練的素材，

在準備的間隙，我拿起滾到我腳邊的球。說實話，當時我是第一次仔細端詳手中的

排球，看到白色和藍色勾勒出的整個輪廓，我才恍然大悟，拍女排，不就是把愛和

夢想融進這個球裡面嗎？可能當時我還沒意識到，那個圓滾滾的排球，早就成了我

前半生的一部分。

我的相機，我的「球場」，我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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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女排的賽場上拍照不能使用閃光燈，但持續不斷的快門聲記錄着關於這個賽

場上的激情，黏附着所有運動員的熱愛和夢想。很多人都會問我：「你這樣拍了二十

年，不厭倦嗎？」會厭倦嗎？我也反過來問我自己。在他們看來，我容易疲倦，這

個工作這麼單調。可是，《世說新語 ·品藻》裡有這樣一句話：「我與我周旋久，寧作

我！」所以我的答案很明顯⋯⋯

如果有機會，我還是希望大家要現場看看這些女排姑娘的表現，除了看排球技術、

基本功和戰術，還有就是一定要看看她們的眼神，哪怕很多年後再回憶，都回味無

窮，堅定、渴望⋯⋯好像從這些女排姑娘的眼睛中，就能看完一生。

從 1998年於日本舉辦的女排世錦賽到 2018年，我的相機便始終跟隨着中國女排的

足跡—每一任教練、每一組陣容到後來的每一場中國女排的比賽。教練，從郎平、

胡進、陳忠和、蔡斌、王寶泉、俞覺敏最後再回到郎平；隊長，從孫玥、吳詠梅、

馮坤、周蘇紅、魏秋月、惠若琪、曾春蕾再到現在的朱婷。無論是教練還是隊員，

這些人幾乎都代表着一個時代，郎平是老女排的代表，是中國女排也是世界女子排

壇唯一一個女排三大賽冠軍及 MVP（最有價值球員）獲得者。馮坤則是代表中國女

排一個輝煌的時代，而魏秋月則是代表着那一群深埋在大家記憶裡的一代，惠若琪

則代表又一個新的輝煌時代，如今朱婷擔任中國女排隊長，而中國女排的故事還在

延續。就像有一次常寧跟我聊天時說：「亞茹阿姨，我都不敢相信，現在在隊伍裡，

我都是老隊員了，危機感特別強。您說，當年像秋月姐、坤姐她們都是怎麼過來的

啊？」我回答她說：「小寶兒，那你準備好了嗎？」張常寧從我身邊起身，眼神堅定

地看着我，沒說話，只是重新把護具緊了緊，又朝我笑了笑，拍着護具就朝訓練場

上走去。怎麼說呢？那笑容好像收起初春曬在陽台上的被子時聞到的陽光味兒，不

燙，不耀眼，但它把這些年的「女排精神」變得璀璨又動人。這就是中國女排，是一

支隊伍，是一種精神，更是一代代的傳承。正是在這樣一次次的新老交替中，中國

女排完成了「女排精神」的傳承。而這種傳承，是無形的。

此刻看着硬盤裡我拍攝的諸多照片，我想，等我拿不動照相機的那一天，讓我真正

懷念，那甘願奮不顧身再來一次的，除了這麼多年的熱愛，可能是當時不以為然的

人和事，甚至幾乎無法忍受的一切，以後也會在唏噓中反覆懷念吧！在這個習慣失

憶和告別的年代，真正能夠讓我牢記的，卻都是和一代代女排人再平常不過的當時。

十年之後又是十年，日子也隨女排姑娘們飛速成長而飛速流走。但願當你們卸下所

有的鎧甲後，在每個想念它們的日日夜夜，都有一代代女排人披上你們曾閃着金光

的鎧甲，都有人對你們思念，並且愛之所喜。

 亞 茹

2019年 5月 15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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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同一個夢想，風雨兼程四十載

回顧中國女排的歷史，從功勳教練袁偉民至今，共有 11人 13次擔任女排主帥。

20世紀 70年代，袁偉民開始擔任中國女排主教練，並以曹慧英、孫晉芳等人為班底，又

召入現任女排主教練郎平等人，自此開創了中國女排的輝煌。

在袁偉民的帶領下，中國女排連奪 1981年世界杯、 1982年世錦賽和 1984年洛杉磯奧運

會冠軍。在奪得三連冠後，袁偉民卸任主教練，出任國家體委副主任，如今，已近耄耋之

年的他依然心繫中國排球。此後，女排主帥一職由鄧若曾接任。 1985年，鄧若曾帶領女

排姑娘們蟬聯世界杯冠軍後告退，女排主帥由張蓉芳接任。 1986年，張蓉芳帶領女排姑

娘們蟬聯世錦賽冠軍，自此，造就了女排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五連冠奇跡，在那個年代振奮

了國人的精神。

五連冠之後，中國女排隊伍面臨球員平均年齡偏大、球隊實力明顯下降等問題，此時，張

蓉芳也轉赴國家體委任職。其後，李耀先於 1987年走馬上任，扛起女排主帥大旗。 1988

年，胡進接棒。 1993年，胡進卸任後，栗曉峰短暫地接過了女排帥印。但幾任主帥都未

能將中國女排成功帶出低谷。

就在中國女排陷入瓶頸期時，袁偉民想到在美國執教的郎平。應恩師之邀，郎平於 1995

年回國出任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率隊先後奪得 1995年世界杯第三名、 1996年亞特蘭

大奧運會亞軍，以及 1998年世錦賽亞軍。

1998年世錦賽後，郎平因為身體原因辭職，胡進於 1999年再度上任，開啟二次執教女排

之旅。

步入新世紀後，多年擔任中國女排陪打教練、助理教練的陳忠和於 2001年披掛上陣，對女

排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人員更新，就此打造了馮坤、周蘇紅、劉亞男、趙蕊蕊等「黃金一代」，

女排也連奪 2003年世界杯冠軍和 2004年雅典奧運會冠軍。

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陳忠和引退，女排開始了走馬燈式的換帥。蔡斌、王寶泉先後短

暫接任，而後俞覺敏帶隊征戰了 2011年世界杯和 2012年倫敦奧運會。

2013年 4月 25日，郎平再度出山，開啟了中國女排的輝煌征途。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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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郎平因身體原因離開中國女排。圖為郎平與胡進交接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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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9月 6日，全國女子排球錦標賽，原中國女排
的四名主教練率各自的隊伍在賽場聚首。圖為福建隊

主教練胡進（右二）、江蘇隊主教練蔡斌（右一）、天津

隊主教練王寶泉（左二）和八一隊主教練俞覺敏（左一）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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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里約奧運會中國女排奪冠後，主教練郎平慶
祝勝利。





郎平

從巨星到主帥

郎平，1960年 12月 10日出生於天津，世界女排名將，

現任中國女排主教練。

郎平，曾經強勁扣殺的「鐵榔頭」，如今郎家軍的「總教

頭」。 1980 年，入選第二屆中國體育勞倫斯獎十佳名

單。 1982 年，獲得世界女子排球錦標賽 MVP。 1984

年，獲全國「三八紅旗手」。 1996年，獲得國際排聯頒

發的世界最佳教練獎。 2002年 10月，正式入選世界排

球名人堂，成為亞洲排球運動員中獲此殊榮的第一人。

2013 年 4 月 25 日，郎平正式出任中國女排主教練。

2016年 8月 21日，郎平帶領中國女排獲得里約奧運會

冠軍。 2016 年 12 月 15 日， 2016 中國十佳勞倫斯冠

軍獎揭曉，郎平獲得了最佳教練員獎。 2017年 10月，

郎平擔任中國排球學院院長。同年，郎平還獲得大本鐘

獎之赫拉特勒斯獎終身成就獎及十傑華裔教練員獎等。

2019年 9月 28日，郎平帶領中國女排獲得第十三屆女

排世界杯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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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危不亂，一錘定音，那是蕩氣迴腸的一戰！攔擊困難、
挫折和病痛，把拚搏精神如釘子般砸進人生。一回回倒
地，一次次躍起，一記記扣殺，點染幾代青春，喚醒大
國夢想。因排球而生，為榮譽而戰。一把鐵榔頭，一個
大傳奇！

—2015 年《感動中國》人物郎平頒獎詞

如果有人問我，「要是提到女排，你第一個想到的是誰」，「英勇郎平」

一定是一個可以讓我脫口而出的名字。從運動員時期賽場上的英勇拚

殺，到成為主教練後的運籌帷幄，再到賽場下對中國女排的點點滴滴，

郎平這大半輩子都奉獻給了中國女排。正如 2015年《感動中國》給她

的頒獎詞所說—「因排球而生，為榮譽而戰。一把鐵榔頭，一個大傳

奇！」

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接觸這把「鐵榔頭」是在 1995年，郎平應邀回國

執教。我怎麼都不會想到，當時見到的那個剛毅的女人，日後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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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念，把「女排精神」硬生生地扛了起來。可我和我的鏡頭所見證的

郎平，卻是一個讓人心疼的郎平。

最開始我在隨隊拍攝的時候，每天都能看見一個「24 小時都在上班」

的郎平。她隨手拿着的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記錄着女排姑娘們的各

自特點和訓練狀況。她總是眉頭緊鎖，在小本子上記着甚麼。我還開

玩笑地說，我們的「鐵榔頭」現在變成「林黛玉」了。她自己還說：「我

可能看起來心事有些重。」其實，不用她說我也知道她的壓力有多大。

1998年，郎平因病結束了在中國女排的第一次執教。之後，來到排球

氛圍濃厚的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納執教。令人想不到的是，這座城市

居然有 100多支排球隊，但尷尬的是，摩德納女排成立 27年居然沒有

得過冠軍。郎平成了尷尬的終結者。她接手的這支隊伍實際上就是一

支「雜牌軍」，有來自意大利、中國、德國等多個國家的球員。經過不

到一年的訓練，她帶領該隊在 2000年獲意大利女排聯賽冠軍，隨後，

獲得了 2001年歐洲女排冠軍聯賽冠軍， 2002年再奪意大利聯賽和杯

賽雙料冠軍。帶領一支球隊迅速崛起，這正是她的能量和魅力所在。

郎平在意大利執教期間，我和楊瑪麗應邀代表《中國體育報》去採訪，

在她家住了十多天。也是在那時，我們成了好朋友。曖昧的陽光灑在

桌上，醇醇的咖啡香在屋內繚繞 ,郎平會親自煮咖啡、做早餐，我們兩

個每天都是聞着香味起床的。有的時候我們會跟郎平去訓練，有的時

候我們一起逛街。為了慶祝她主場的勝利，我們還會和郎平一起做晚

飯。她會給我們做「中國版」意大利麵，洋蔥、西紅柿等簡單的食材在

鍋裡烹炒後，香味四溢。當我們打開窗戶，被香味吸引的三四個年齡

大一些的鄰居趴在陽台上往我們這邊看。採訪、吃飯、逛街、遊玩，

可以說這是我最愜意的一次採訪。

2013年 4月，郎平再次決定在中國女排處於低谷時出任國家隊主帥。

而這一次的郎教練，和她上一次擔任中國女排教練給我的感覺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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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歲月並沒有在她身上留下多少烙印，卻讓這個執掌女排教鞭的

女人一次次拚搏前行。

平心而論，當時她接手的女排已不再是中國女排歷史上最強的陣容。

誰能想到這樣一支年輕的隊伍在郎平的訓練下仍能重回世界之巔，又

有誰能想到女排姑娘們一次又一次上演奇跡。

2015年名古屋大戰，中國女排以 3比 1的成績力克東道主日本女排。
10勝 1負累計 30分問鼎冠軍並直通里約奧運會。當我用相機記錄下

女排這一歷史性時刻時，鏡頭裡每個姑娘都在閃耀，郎平也被這又一

次「燃起」的女排精神映襯得光彩奪目。

2016 年里約奧運會，當中國女排屹立在世界之巔時，我竟有一瞬

間忘記按下手中的快門。除了影像資料，那一刻值得所有人用心

銘記。郎平敢於在一些比賽中輸球鍛煉隊伍，敢於起用新人。八

進四的時候，似乎成了郎平的轉折，正是她大膽起用新人，讓比

賽成了經典。後來，郎平不止一次對我說：「這次里約之行，就是

一次里約大冒險。我已經無能為力了，我把能用的都用了。」這是

遠遠超過技術層面的勝利，這是一個奧運冠軍所不能涵蓋的精神 

榮譽。

三年之後又是三年，日子在眼前溜走。在我用鏡頭陪伴國家隊的日子

裡，最美好的時刻就是 1995年在機場時第一次遇到你的時候，我的心

裡突然升起了一股莫名的熱情，它讓我感受到的，像是面對海洋或天

空時心中的波瀾壯闊。後來我懂得，那就是我心中稱為驕傲的東西，

我也由此明白，「女排精神」是真切的存在，像女排手中的這把「鐵榔

頭」一樣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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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1 月 8 日，世界女排錦標賽第二階段小組
賽，陳忠和率領中國女排迎戰郎平領軍的美國女排，

這也是第四場「和平大戰」，最終中國隊以 3比 1的比
分力克美國隊。圖為兩位教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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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8月 15日，北京奧運會女排預賽 A組，中國
隊以 2比 3惜敗美國隊。圖為中國隊主教練陳忠和與
美國隊主教練郎平在賽後新聞發佈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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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5月 10日上午，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率隊開
始首堂訓練課。圖為郎平講解。



032

2014年 10月 13日凌晨，女排世錦賽決賽在意大利米
蘭結束，中國隊 1比 3惜敗美國女排，時隔 16年再度
摘銀，美國隊則收穫世錦賽首個桂冠。圖為中國女排

主教練郎平和隊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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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和恩師袁偉民

2018年 6月 29日，世界女排聯賽總決賽，中國隊以 0比 3負於巴西隊。圖為中國隊主教練郎平
佈置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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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生活照

郎平和女兒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