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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之后，谁来接过她的教
鞭执掌中国女排？纵观当今中国
排坛，优秀的女排教练不少，以下
为记者对中国女排下一任主教练
的猜想。

2009 年，蔡斌走马上任中国女排主帅，
此前他已担任国青队主教练多年，被冠以

“小诸葛”的称号。蔡斌对中国女排推行大
刀阔斧的改革，可惜中国女排当年频频输给
日本女排，并在 2010年亚锦赛决赛负于泰国
女排，他短暂的国家队主教练生涯就此告
终。

8年前，蔡斌也曾同郎平一起参加了竞
聘会。此后，蔡斌在江苏女排主教练的位置
上埋头耕耘，8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江
苏女排不仅是上届全运会冠军，在联赛中也
一直名列前茅。同时，被认为是下届巴黎奥
运会的后备人才、二传手刁琳宇也出自他的
培养，目前中国女排在二传位置上恰缺少优
秀的后备力量。

正在备战第十四届全运会的蔡斌，如若
能带领江苏女排再次取得好成绩，或许能成
为他“二进宫”的“筹码”。

郎平在谢幕战之后说，中国女排主教练
这个位置，需要给更年轻的接替者。

纵观中国排坛，49岁的安家杰算是较为
年轻的教练。2014年以来，安家杰一直都是
中国女排的助理教练，是郎平的左臂右膀。
安家杰的优势在于，他同这批球员再熟悉不
过，一队、二队他都曾带过，而且他非常了解
郎平的技战术风格，在郎平离任后接任，能
起到平稳过渡的作用。

不过，不少球迷并不喜欢他的执教风
格，认为他不温不火、没有激情。而在安家
杰为数不多“单飞”的比赛中，他的临场指挥
能力也有待提高。

从中国女排队长到助理教练，再到如今
的排管中心副主任，赖亚文始终陪伴着中国
女排。早在胡进执教期间，赖亚文就已经是
中国女排的助理教练了，她一共辅佐了五任
中国女排主教练，在队内的威望可谓仅次于
郎平。

同安家杰一样，作为郎平的副手，她的
执教经验不比其他人差。但相较于男性教
练，女性教练的优势在于更了解女队员的心
理状况。

8 年前，赖亚文无意竞聘，不知道这一
次，她会否站出来接过郎平的旗帜。

方岩曾担任法国戛纳女排俱乐部主教
练，带领俱乐部 18次蝉联法甲联赛冠军，两
次夺得欧洲杯冠军。

2016 年，郎平离任广东恒大女排后，方
岩从她手中接过了教鞭，近年来广东女排连
续闯入联赛前四，今年更是历史性地进入全
运会决赛圈。

方岩的执教能力、国际化视野都是教练
中的佼佼者，不过在以上几位潜在人选中，
他年纪最大，已经 66岁了。

郎平之后的主教练一职，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是个“烫手山芋”。巴黎奥运之前，留给
中国女排备战的时间仅有 3年，时间紧、任务
重。但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从来都是压力
极大的。每一位愿意挺身而出接过教鞭的
主教练，都值得我们鼓励和支持。 陶邢莹

蔡斌 55岁
江苏女排主教练
优势：推崇先进理念

安家杰 49岁
中国女排助理教练
优势：郎平左臂右膀

赖亚文 51岁
排管中心副主任
优势：队内时间最长

方岩 66岁
广东女排主教练
优势：拥有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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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 9 月 2 日电
（记者胡佳丽 董意行）2日，
在东京残奥会男子盲人门球
半决赛中，中国队以 8:1大胜
美国队，时隔 13 年再次闯入
残奥会决赛。

本场比赛，主力队员杨明
源为中国队攻入 6球，胡明耀
打进 2球。杨·卡拉汉为美国
队获得仅有的一分。

开局仅 13 秒，美国队卡
拉汉成功打破中国队球门。
漫长的三分钟过后，杨明源把
握住点球机会，将比分扳平。
接下来的 6分钟，双方展开拉
锯，场上比分始终保持在 1:
1。最后两分钟，杨明源两次
破门成功，上半场比分定格在
3:1。

下半场比赛，中国队继续
加强攻防两端，美国队则在防
守端有明显疏漏，这让本就备
战充分的中国队打得更加大
胆、顺利。胡明耀连续为中国
队攻入两球，杨明源成功罚入
两粒点球，并在最后 28 秒时
攻入一球。最终，中国队以 8:
1大比分战胜美国队，顺利挺

入决赛。
赛后，中国队队员和教练

们互相拍着肩膀庆祝，四届残
奥元老蔡长贵更是在场下发
出胜利的呐喊。队员们纷纷
表示，本场胜利的关键在于防
守做得比对手好，队伍也发挥
出了平时的训练水平。

作为本场比赛的得分王，
杨明源表示，赛前教练布置了
很多技战术，自己只是将正常
水平发挥了出来，决赛将尽全
力打好。

“特别开心，我们能走到
现在，第一名和第二名对我们
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对于并肩作战了 16 年、13 年
前在北京共同品尝过夺冠喜
悦的蔡长贵和陈亮亮来说，这
个成绩已经可以为自己的职
业生涯交上满意的答卷。

中国男子盲人门球队曾
在 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摘得
金牌，伦敦和里约残奥会上则
分别获第五名和第七名。

3日晚，中国队将在决赛
对阵另一场半决赛中立陶宛
队和巴西队的胜者。

时隔13年

中国男子盲人门球再进决赛

新华社东京 9 月 2 日电
（记者赵建通）在 2 日举行的
东京残奥会盲人足球五人制
项目半决赛中，中国队 0:2 负
于阿根廷队，无缘决赛。

比赛的上半场在小雨中
开始，中国队首先开球，张家
彬和俞裕锬先后进行了几次
进攻尝试，未能攻破阿根廷队
大门。比赛第 15 分钟，中国
队门将王圳在禁区外触球，裁
判判罚点球，但王圳将功补
过，成功将阿根廷 15 号球员
埃斯皮尼洛的点球射门扑出，
第 18分钟，中国队犯规，这一
次阿根廷成功罚进定位球。
中场休息时，场上比分 1:0，阿
根廷领先。

下半场开场两分钟后，埃
斯皮尼洛突然起脚远射，球先
是击中立柱，随后反弹在中国

队门将王圳身上后滚入球网，
比分变成 2:0。最终这一比分
保持到了全场比赛结束。

“由于我们轮换球员比较
少，可能对手对我们的战术比
较熟悉，下一场就放手一搏，
争取拿一块牌回去。”对阵法
国、日本两场比赛共打进 3球
的朱瑞铭赛后说。

主教练许宇飞说：“下雨
天对我们这样的传控球队影
响很大，尽管球员们的精神状
态很好，还是被对手抓住了一
些机会；下一场有可能对阵摩
洛哥，我们曾经赢过他们，希
望队员们能站上领奖台。”

9 月 4 日，中国盲人足球
队将参加铜牌争夺战，对手为
另外一场半决赛中摩洛哥与
巴西的落败一方。

盲人足球半决赛
中国队不敌阿根廷

新华社东京 9 月 2 日电
（记者韦骅、赵建通）一进入 9
月，东京便飘起了雨。2日，雨
势依旧。但只有 20度左右的
气温和赛场的积水并没有成
为文晓燕的羁绊，当日进行的
东京残奥会女子 100米T37级
比赛中，这位湖南姑娘以 13
秒 00的成绩收获了个人本届
残奥会的第三枚金牌。

由于用不了起跑器，文晓
燕在起步阶段稍稍落后，但凭
借出色的途中跑能力，她最终
脱颖而出率先撞线，并打破世
界纪录。

这是文晓燕的第三块金
牌，难能可贵的是，这三块金
牌分别来自女子 100 米、200
米和跳远，“横跨”径赛和田
赛。她透露，无论短跑还是跳

远，都是自己的主项，但这意
味着更为刻苦的训练。

“平时训练的话也是有一
点点冲突。教练会针对我的项
目，制定相应的训练计划，但同
时兼顾还是有些难度的。三个
项目都是王琳教练带我，他也
很辛苦。”文晓燕说。

但再回首，所有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而且残奥会的延期
也让年轻的文晓燕从中“受
益”。“我的状态会有起伏，也
有瓶颈期，假如去年参加残奥
会，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成绩。”

谈起这三块金牌，文晓燕
说自己特别回味 8月 27日 200
米的那场，她说：“那一天我的
爸爸妈妈、父老乡亲都守在电
视机前看我比赛，为我庆祝，
非常开心！”

“雨燕”收获第三金

女子100米T37级比赛中文晓燕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