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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9 月 29 日电（记者王恒志）世
界杯全胜夺冠！“三大赛”十冠王！中国女排在日
本大阪创造了新的辉煌，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国
运盛，体育兴”。

回首新中国体育 70 年发展历程，从“发展
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到“建设体育强国”，
体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并与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轨迹高度重合。

这是一条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发展之路，
这是一条栉风沐雨、玉汝于成的发展之路，这是
一条砥砺奋进、奋勇争先的发展之路，在这条披
荆斩棘、不断前行的道路上，体育强国梦和中国
梦始终紧密相连，并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耀眼
的光芒！

国家强体育强

曾几何时，“东亚病夫”的帽子像一座大山，
压在中国人的头顶，令人难以呼吸。新中国成立
前，积贫积弱良久的中国，很多老百姓求一碗饱
饭而不可得，体育更像是一种奢侈品，对很多人
来说闻所未闻，更不要说参与其中。

新中国成立后，和中国其他各领域一样，体
育也获得了新生的机会，中国体育人的体育强
国梦从那一刻已经苏醒。1952 年毛泽东“发展
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更是为新中
国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凤凰涅槃，一飞冲天！
1959 年，容国团夺得世乒赛男单冠军，这

是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一年后，王富洲等实
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1963 年，罗致焕为中国夺得第一个冰雪项目世
界冠军……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步向
前，中国体育也融入了改革开放的精神和气质，
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
力度书写着体育强国梦的全新篇章。

1979 年，体育界率先喊出了“冲出亚洲，走
向世界”，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各行各业引起巨大
反响。两年后的日本大阪，五年磨一剑的袁伟民
和张蓉芳、郎平等女排姑娘以全胜战绩夺得世
界杯冠军，开启了女排五连冠伟业；1984 年洛
杉矶奥运会许海峰射落中国奥运首金，重回奥
运大家庭的中国圆了百年奥运冠军梦；2002 年
盐湖城冬奥会，短道速滑选手杨扬为中国代表
团拿到了历史上首枚冬奥会金牌；2008 年北京
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军团登顶金牌榜，那届赛
事也成为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杨扬回忆说：“我看到中国女排拿下五连冠，
看到李宁夺六金，看到许海峰的第一枪。我那时很
小，但是我说长大以后要像他们一样走向世界。虽
然那时候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大，路有多长。”

杨扬的梦想，正是那个时代每个体育人的
梦想，也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梦想。可以说，在

那些年代里，全体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要向
世界证明“我行”，体育以其独有的魅力和凝
心聚力的强大感召力，成为最为振奋人心的
排头兵和尖刀连！正如 38 年前《人民日报》评
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
了》写的那样：“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
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

从容国团到中国女排，从许海峰到杨扬，
从 1990 年北京亚运会到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中国体育人的体育强国梦，通过一个个冠
军、一次次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向世界宣告：
“东亚病夫”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体育强国迎来新时代内涵

中国体育的体育强国梦，远不只在竞技
场内。

当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成长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在
一天天成长。如今，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用金牌
去证明“我行”——因为我们早已在包括体育
在内的各个领域证明过——我们仍然会在竞
技场上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但这种渴望更接
近体育本质，还蕴含着无限的爱国主义情怀，
正如郎平所说：“只要穿上带有中国的球衣，
就是代表祖国出征。每一次比赛，我们的目标
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2012 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
面发展等被写入大会报告。

过去十年是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的十
年。随着老百姓健康意识和健身意识的提高，
全民健身的火热激情席卷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跑马热”成为现象级事件，1981 年，中国
首个城市马拉松在北京诞生时只有 86 人参
赛。而今北京马拉松 3 万个名额，2013 年半
天抢光，2014 年后只能“摇号”，而需要“摇
号”的马拉松又何止北马。

如今，健身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
“时尚”选择，无论是“平易近人”的广场舞、跑
步、足球、篮球、羽毛球等项目，还是有些“高
冷”的击剑、搏击、棒球、冰球等项目，都有着
大量拥趸。

与全民健身一起蓬勃发展的还有体育产
业。安踏 2019年上半年营收 148亿元人民币，
市值不断创出新高，已经跃居全球行业第三；
“中国李宁”在巴黎和纽约时装周上大放异彩，
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对象……中国自主体育品
牌正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不断抢
占价值链高端，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体育产业的大发展也不仅仅是鞋服制造
业，体育服务业、竞赛表演业等领域都出现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2014-2018 年，体育产业总
规模从 1 . 35 万亿增长到 2 . 2 万亿，年均增
长速度 18%。体育产业增加值在 GDP 占比
已突破 1%，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2015 年 7 月，中国成功申办 2022 年冬
奥会，北京将成为首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
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同是举办奥运，对中国来说意义却大不

相同。当年，中国还没有举办如此大赛的经
验，北京更多是在学习、借鉴、摸索，最终用一
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告诉世界，我们有能
力举办一届高水平的奥运会。

但这一次，中国要成为引领者，要树立办
奥模式的新标杆。

三年前在吉隆坡最终打动国际奥委会委
员们，让他们为北京投出一票的，正是北京申
冬奥代表团提出的“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
发展、节俭办赛”三大理念。而在筹备过程中，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成了“头号粉丝”，在不
同时间不同场合点赞中国筹备冬奥会展现出
来的可持续性、可行性……

体育强国 功在千秋

过去五年，《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
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16
-2020 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体
育强国建设纲要》等文件相继出台，“加快推
进体育强国建设”写进十九大报告，全民健身
上升为国家战略，体育产业将在 2035 年成为
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
强国将于 2050 年全面建成。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中国体育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大机遇。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若干意见》让全民健身成为国家战略，
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成为根本目
标；《“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
出，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
同愿望。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实现
这一目标，体育责无旁贷。

如今，全民健康要从“医已病”向“医未
病”转变的思路已经深入人心，如何“医未
病”？除了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养成良好的
卫生和饮食习惯等原则外，加强体育锻炼，强
健国民体魄已成共识。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
越多的孩子开始走上球场，让孩子学会一两
项体育技能，进而养成终身体育习惯成为越
来越多家长的坚定抉择。

国运盛，体育兴；体育兴，国民强；国民
强，国运盛。

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逻辑，这一切正在
发生。

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期，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进的关
键历史节点上，体育依然承载着国家强盛、民
族复兴的梦想，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
关、紧密相连，未来也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近日，原国家羽
毛球队总教练王文教
被授予“人民楷模”的
国家荣誉称号，王文
教还和容国团、许海
峰、中国女排五连冠
群体一同入选“最美
奋斗者”。70 年来，一
代代中国体育人励精
图治、发愤图强，发扬
爱国主义和拼搏奋斗
精神，写就了一曲曲
时代赞歌，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当下，爱国奋斗
精神永不落伍，我们
要传承这一精神，在
新 时 代 谱 写 新 的
华章。

无论带出了 56
个世界单项冠军的王
文教 ，还是拿下“首
金”的容国团、许海
峰，创下五连冠历史
的中国女排，在他们
身上，都闪耀着爱国
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
精神的光芒，正是这
样的精神支柱，令王
文教为振兴祖国羽毛

球事业毅然回国，令容国团 1959 年成为新中国
体育的首个世界冠军，令许海峰在 1984 年洛杉
矶奥运会上为中国拿下奥运首金，令中国女排
在 80 年代开创了五连冠的女排时代，令他们成
为中国的脊梁。

在一穷二白的当年，这些成绩和成就作为中
华民族崛起的一个个缩影，激励无数中华儿女披
荆斩棘，不畏艰辛，为振兴中华而奋勇拼搏。可以
说，王文教、容国团、许海峰、中国女排和其他无数
教练员、运动员们共同谱写的一曲曲乐章，构成了
中国体育助力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的一部交
响曲，这部曲中有真意：爱国、奋斗！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体育的爱国奋斗精神
一直传承不息，一代代体育人不断传承发扬爱
国奋斗精神，在新时代唱出新乐章。

体育强则国强。如今中国正从体育大国向
体育强国迈进，体育正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中国
人生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子，体育强就是要
强健全体国民的身体素质。所以说，体育强国梦
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体育是提高人民
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
内容，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
强大精神力量！

让我们一起传承爱国奋斗精神，谱写新时代
体育华章！（记者王恒志）新华社南京 9 月 28 日电

寻找 70 年印记，为“国运盛体育兴”作注
新中国体育发展之路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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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7 日，河北省三河市三福庄小学的学生在课间练习篮球操。新华社记者鲁鹏摄

新华社日本大阪 9 月 29 日电
（记者王镜宇、王梦）在中国女排以
3：0 战胜阿根廷队、赢下 2019 年世
界杯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后，中国
队队长朱婷和主教练郎平的情绪终
于都释放了出来。

赛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朱婷开心地笑了。几分钟之前，当终
场的哨声响起，提前被换下场的朱
婷和丁霞、龚翔宇等几位首发球员
冲进场内，双手向前扑倒在地，庆祝
中国女排获得的第十个“三大赛”
冠军。

朱婷告诉记者，这个庆祝动作
是临时设计的，“觉得挺好玩的，就
尝试一下新的动作。”对她而言，这
样的庆祝已经是“放开了”。

在当天的比赛中，中国队 5 名
首发的攻手得分全部上双，朱婷得
12 分排在第三位，而中国队赢得酣
畅淋漓。

朱婷说：“大家都有所提高的前
提下，越来越团结，不光只有一点有
得分能力。当然，球队有这种表现是
最好的。”

在第三局后半段被换下场之
前，朱婷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专注，没
有丝毫的松懈。她解释说：“认真对
待对手也是认真对待自己，也是对
自己职业的一种尊重。”

在世界杯期间，有很多球迷很
关心朱婷手部的伤势，朱婷向他们
和广大球迷表示感谢。

“很感谢他们，进国家队之后大家都很支持我，我也希
望我在这里能够更开心。当然大家关心我的手，没有太大问
题，因为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也可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

新中国即将迎来 70 周年华诞，朱婷也送上了自己的
祝福。

她说：“我们一直通过微博（等平台）看一些小的视频，
很震撼。听到国歌、脚步声，内心有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觉。我觉得这次夺冠也是对祖国的献礼。我觉得，祖国的伟
大也成就了我们。”

中国队在 1981 年第一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时，现任主教
练郎平还是队员。38 年过去了，在率队完成 11 连胜之后，
此前一直冷静、严肃的郎平落泪了。在混合区接受电视采访
的时候，郎平回答问题到一半的时候说：“其实挺难的……”
随后，就说不下去了。

不久，58 岁的郎平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出现在新闻发
布会上。

谈起 1981 年中国女排首夺世界“三大赛”冠军时，郎平
说：“我那时候才 20 岁，38 年过去了，没想到我还会站在这
里，应该说大阪是个福地。”

郎平解释说，她之所以情绪有点激动，是因为“想放假了”。
“今天的比赛是（世界杯）最后一场，也是今年的最后一

场比赛，所以太高兴了，主要是想马上能放假。”
中国女排今年的集训是从 2 月 10 日开始的。经过 7 个

多月的训练和比赛，中国队用冠军为这一年的付出完美
收官。

郎平说，今天终于完成了世界杯的比赛，希望球队、运
动员能够好好地休息。

新华社北京 9 月 28 日电（记者韦骅、林
德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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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会结束后，王文教又随团赴沈阳、上
海等多地参观，看到祖国上下热火朝天的建
设景象，离开印尼、回归祖国的想法也悄悄地
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可这又谈何容易！回国，意味着不仅要放
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已经取得的荣誉地位，

而且要与生活在印尼的亲人们分别。“我妈妈
不同意，她说，你要回去受苦。我跟她讲现在
有变化，新中国跟旧中国不一样，我母亲不
信，结果我还是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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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设施的不足和物质匮
乏，起初让王文教有些不适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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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营养不够，王文教
的腿部出现了浮肿。

“回来的时候需要粮票，没有粮票买不到
东西。后来我妈妈知道我出现了浮肿，就寄了
好多吃的给我。”王文教说，“当时我一回来，
有 6 个月试用期，试用期间只有 17 块人民
币，伙食费还要交 9 块，只剩下 8 块钱，后来
我的自行车也都卖掉了。但这不算什么，因为
我感觉年轻人怎么样都行，因为体育可以锻
炼一个人的意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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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技战术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

从上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伤病缠身的
王文教逐渐淡出比赛，专心当教练。王文教
曾因为“海外背景”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
村“改造”。直到 1972 年初，王文教从农村
被调回北京，负责组建新的国家队。王文教
重新回到钟爱的羽球世界，将国家队总教
练的重担义无反顾地扛在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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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众多冠军
中，让王文教印象最为深刻的是 1982 年
率队参加在英国举行的汤姆斯杯，那也是
1981 年中国加入国际羽联后首次参加该
项赛事。

“当时的决赛，我们第一天 1：3 落后
印尼，第二天打他们 4：1，总比分 5：4 反
败为胜。当时很自豪，感觉到我们能够为祖
国争光，很不容易，而且当时是英国女王给
我们发奖，就觉得中国人非常了不起。”

两年后，中国女队又首次在尤伯杯中
折桂，并由此开启了五连冠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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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得知获得这一称号后，王文教说：
“感谢祖国还惦记着我，这是我没有想到
的，因为我年纪都大了，已经退休了。获得
国家的认可我非常激动，前几天回到福建
老家，乡亲们都说家里出了只‘金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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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教：新中国羽毛球事业的“拓荒者”

▲这是时任中国羽毛球队教练王文教（右）在中国队获得第十二届汤姆斯杯赛冠军
后在颁奖仪式上向观众致意（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刘向阳摄

朱
婷
笑
了

郎
平
哭
了

▲ 9 月 29 日，中国队主教练郎平（右）和球员朱婷
在颁奖仪式后合影。 新华社记者朱炜摄

▲这是 1960 年 6 月 7 日，人们在拉萨用鲜花欢迎登顶
凯旋的王富洲（右）、贡布（中）和屈银华。

1960 年 5 月 25 日，中国登山运动员王富洲、贡布、屈
银华三人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
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珠峰北坡曾被视为“死亡
的路线”。当时，国外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外国人参加，中国
人肯定上不去！”

“我们知道，全国人民都在注视着我们。哪怕只有一个
人，我们也要登上去。”登顶勇士贡布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

飘扬在珠穆朗玛之巅的五星红旗，让中国人干劲十足，
也热泪盈眶。

一个民族，总要有望向远方的探险精神，总要有敢于做
梦的先行者。

这是攀登者的使命，也是攀登者的告白。 新华社发

攀登者的“初心”

共 和 国 荣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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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起聆听攀登者

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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