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格于 2001 年到 2013 年任国际奥
委会第八任主席袁后担任名誉主席遥他曾
是一名矫形外科医生袁 拥有运动医学学
位遥他还参加了 1968 年尧1972 年和 1976
年三届奥运会帆船比赛遥

运动员生涯结束后袁 罗格成为比利
时和欧洲奥委会主席袁并于 2001 年当选
国际奥委会主席遥 在卸任国际奥委会主

席后袁他还担任了联合国秘书长青年尧难
民和体育问题特使遥罗格曾在 2008 年出
席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袁 并在当年 8 月
24 日对北京奥运会给予了高度评价遥

对于罗格的离世袁 国际奥委会现任
主席巴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院野整个奥林
匹克运动都会为失去一位伟大的朋友和
热情的体育迷袁而深切哀悼遥 冶 郝帅

9 月 1 日袁 郎平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
文宣布自己已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遥

郎平写道院野今天袁是我离任中国女排
主教练的第一天遥 冶据国家体育总局排管
中心相关人士证实袁郎平的合同已于 8 月
31 日到期遥

郎平表示院野从我自己的角度袁这次
没能圆满完成东京奥运会的任务袁确实
留下遗憾袁但不管是不是完美袁我都要
交棒了袁 要告别了遥 这一路并不平坦袁
但是因为我热爱袁所以吃的苦受的累都
值得袁成败得失袁高低起伏袁都是这个

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袁都是获得袁都是财
富遥 冶

野回首这么多年的排球生涯袁 我感觉
很满足袁很幸福遥 冶

野在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时候袁我
要再次感谢领导们的支持和全国球迷的
厚爱遥 冶

野相信未来袁 所有的运动员教练员会
为中国排球的发展更加努力拼搏袁相信女
排精神会一代接一代传承下去袁愿中国排
球永葆青春遥 冶郎平写道遥

卢星吉 王镜宇

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 1 日在社交媒
体上发文宣布离任袁结束了重返国家队以
来两个奥运会周期的执教遥 东京奥运会的
失利让这次离别显得有些伤感袁但这位中
国体育的英雄人物仍然配得上所有的掌
声与喝彩遥

人生如戏遥 谁又能预见自己剧本的每
一幕钥 从蝉联世界杯冠军的巅峰到东京奥
运突如其来的挫败袁郎平第二次执教中国
队的故事结尾令人遗憾袁但这丝毫不会改
变她作为世界排坛传奇教练的伟大遥 在 8
年多的时间里袁郎平将陷入低谷和动荡的
中国女排带回世界一流强队行列袁夺得奥
运会尧世界杯尧大冠军杯等 4 座世界大赛
冠军奖杯和世锦赛银牌尧铜牌袁这样的战
绩足够辉煌遥 8 年之中袁填补了自己作为
主教练没有三大赛冠军的空白袁成为历史
上以球员和主教练身份均夺得奥运会排
球金牌的第一人袁开创了中国女排历史上
的第三个野黄金时代冶袁这样的成就令人钦
佩遥

比金牌和胜利更珍贵的袁是郎平对于
排球始终如一的执着和热爱遥 尽管在首次
执教中国队时留下了无缘奥运金牌尧因病
去职的遗憾袁尽管她深知中国女排主教练
这个位置的巨大压力袁郎平仍然在队伍需
要时义无反顾地回归袁并为之付出了全部
心血遥 在野五连冠冶时代的伙伴们大都功成
身退的时候袁她依然日复一日尧亲力亲为袁
奋斗在训练场和执教第一线袁牺牲了许多
陪伴家人尧孝敬老人的时光遥 从运动员到
教练员袁这份对排球的无限执着和热爱是
她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遥 也正是像郎平这
样的许许多多排球人的执着和热爱袁让中
国女排这 4 个字熠熠生辉尧 闪闪发光袁其
价值远远超过了一场比赛尧一次奥运会的

得失成败遥
除了成绩和热爱袁郎平在第二次担任

主教练的这 8 年多时间里还为中国女排
留下了新的宝贵财富遥 作为一位具有中国
经验尧国际视野的世界名帅袁郎平所倡导
的复合型团队尧大国家队的执教方式符合
世界排坛的发展趋势袁 也培养出了朱婷尧
袁心玥尧张常宁尧李盈莹等一批优秀的年
轻球员遥 中国女排在过去两个奥运周期所
取得的巨大成功袁得益于郎平在继承的基
础上创新的执教理念和方式袁对此我们不
应因为一次比赛的失利而予以否定遥

诚然袁郎平并非完人袁更不是神遥 东京
奥运会的失利需要认真思考和总结袁从东
京奥运会周期新人培养速度的减缓袁到对
朱婷伤势恶化的应变不足袁再到冠军团队
在巨大荣誉和商业利益野包夹冶下的内部
管理挑战袁值得探讨的话题很多遥 不过袁这
些并不能否认郎平取得的成就和功绩遥

败亦英雄遥 郎平两次执教国家队的经
历在中国女排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遥 东京奥运会的失利固然令人遗憾袁
但郎平尧她的团队和女排姑娘们带给我们
的那一座座实至名归的奖杯尧一场场激动
人心的胜利尧一个个无与伦比的美妙瞬间
更令人难以忘怀遥 在离别之际袁我们应当
向郎导致谢尧致敬浴

如果说当英雄被光环笼罩时我们很
难完全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袁那么当他们
遇到挫折和失败时恰恰是我们平视他们尧
了解他们的绝佳机会遥 平凡如你我袁也许
难以建功立业袁 但谁不需要面对成败得
失钥 英雄如镜袁从他们身上可以照见我们
的过去和未来遥 让我们为或许真的要迈入
退休生涯的郎导送上诚挚的祝福袁把思考
留给自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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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袁 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火炬 野蓉火冶 正式发布遥
野蓉火冶 在设计上充分体现古蜀的太阳
神鸟元素袁暗寓璀璨的古蜀文明辉煌永
存袁体现运动与生命的力量遥 王剑冰

单日再入六金
中国夏残奥会历史金牌数突破

500枚
东京残奥会 1 日结束了第 8 个比赛日的争

夺袁中国军团表现不俗袁拿下 6 金 5 银 4 铜遥 截
至目前袁中国残奥代表团夏残奥会历史金牌总
数已达到 502 枚遥

游泳赛场见证了中国残奥代表团的历史性
时刻袁在男子 50 米自由泳 S5 级决赛中袁中国选
手郑涛尧袁伟译和王李超全程领先袁最终包揽金
银铜牌袁 郑涛以 30 秒 31 的成绩打破残奥会纪
录夺冠袁这是中国军团在本届赛事上收获的第
66 枚金牌袁 也标志着自 1984 年残奥会以来中
国代表团在夏季残奥会上第 500 枚金牌的诞
生遥

田径项目 1 日产生多项世界纪录遥 在上午
结束的男子跳远 T38 级决赛中袁首次出征残奥
会的朱德宁跳出 7 米 31 的成绩袁创造了新的世
界纪录袁 为中国队再添一金遥 女子 100 米 T36
级决赛中袁 中国选手史逸婷以 13 秒 61 的成绩
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 13 秒 68 的世界纪录袁一
举夺冠遥

此外袁 中国选手高芳在轮椅竞速女子 100
米 T53 级决赛中以 16 秒 29 的成绩折桂袁周召
倩以 15 秒 90 的成绩获得轮椅竞速女子 100 米
T54 级金牌遥

射箭场上袁中国姑娘陈敏仪在女子复合弓
W1 级个人赛决赛中以 142:131 的绝对优势战
胜对手袁打破残奥会纪录的同时袁收获了自己在
本届赛事中的第二枚金牌遥

目前袁中国残奥代表团总共已经收获 68 金
43 银 36 铜袁 奖牌总数达到 147 枚袁 稳居金牌
榜尧奖牌榜野双榜冶第一遥 俄罗斯残奥委会队以
32 金 20 银 37 铜的战绩位居第二遥

刘扬涛 刘金辉

郎平宣布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国际奥委会前主席雅克·罗格去世
享年 7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