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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条铁路，它东起坦桑尼
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中
央省的卡皮里姆博希，越过“地球的伤
疤”——东非大裂谷，全长1860.5公
里。这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大干线
叫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丰碑。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是在上世
纪6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浪潮中新独
立的国家。但是，由于一些国家的封
锁，这两国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大困
难。因此，坦、赞两国领导人向世界
有关国家请求援建一条连接两国的

铁路。
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

尔访华。刘少奇和周恩来在与尼雷
尔会谈时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帮助修
建一条由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
路。毛泽东对尼雷尔说：你们有困
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
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
路，也要帮你们修建这条铁路。
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
时，与中国商定了修建坦赞铁路的相
关事宜。同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
亚、赞比亚三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
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
定》。协定规定：中国提供无息的、不
附带任何条件的贷款，并派专家对这
条铁路进行修建、管理、维修，培训技
术人员。

1968年5月，中国派出勘探人员
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开始进行
全线勘测设计。坦赞铁路于1975年
10月试办运营，1976年5月完成了
全线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配套等工
作。卡翁达总统后来说：坦赞铁路是

“我们与中国友谊和团结的纪念碑。”
一位西方工程师在参观过坦赞

铁路后，感叹地说：“只有修建过万里
长城的民族，才能修建出如此高质
量、高标准的铁路。”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中非友谊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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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今年国
庆期间，市民在江北嘴CBD欣赏完

“10屏联动”梦幻灯光秀后，不妨前往
三洞桥风情街看看。9月28日，江北
区城市管理局人士介绍，国庆期间，江
北嘴CBD灯饰亮点纷呈。除了每晚
展示“10屏联动”的专题动画外，还为
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幅诗情画意的“山
水画卷”——三洞桥风情街外街。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江北区专门编制了时长6分钟的
专题动画，动画主题为“祖国万岁”。
专题动画分为“历史进程篇”“美好生

活篇”“礼赞新中国篇”三个篇章，表达
山城儿女对新中国的祝福。

据了解，“江北嘴灯光联动展示项
目”（即“10屏联动”）之前为国开行、华
夏银行、平安保险、中国人保等9楼联
动，今年增加了大剧院南侧LED屏，与
渝中半岛来福士项目、洪崖洞交相辉
映。展示项目通过RGB+W（三基色
加白光）可变色灯具、物联网远程控制
系统等高科技，在10栋建筑的玻璃幕
墙上展现了“统一联动、变幻无穷”的
灯光画卷。

不仅如此，展示项目还利用景观照

明的图案文字，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传统
文化（二十四节气动画）、重庆地域文
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推广。

除了“10屏联动”外，日前亮灯的
三洞桥风情街外街也让人惊艳。

三洞桥风情街外街建筑为仿古建
筑，周边有竹林。因此，它的景观灯饰
采用了与洪崖洞相似的照明手法：用
投光灯和灯带亮化屋顶，再用投光灯
和洗墙灯照射墙面，照亮楼宇主体结
构。外街的灯具光色以黄白色为主，
淡雅不失惊艳，与洪崖洞交相辉映。

在三洞桥风情街外街还可以欣赏
朝天门和南滨路的夜景，甚至可以拍
到三洞桥风情街与来福士“同框”的夜
景。一边是热闹繁华的朝天门，一边
是诗意宁静的三洞桥，市民、游客欣赏
重庆夜景又增加一种打开方式。

“10屏联动”“诗意画卷”

国庆期间江北嘴灯饰亮点纷呈

9月28日下午，中国女排在大阪
市中央体育馆战胜塞尔维亚队，提前
一轮以十连胜的傲人战绩锁定2019
年女排世界杯冠军，夺得队史上第10
个“世界三大赛”冠军。五星红旗将再
次在赛场上升起，庄严雄壮的国歌将
再次奏响。

同样是大阪，1981年，袁伟民率
领的中国女排从这里开启了五连冠的
辉煌篇章。2003年，陈忠和率领的

“黄金一代”在这里时隔17年再夺三
大赛冠军。2019年，郎平率领的新一
届中国女排又在这里铸就新的荣耀。

大洋彼岸，共和国70年华诞在
即，庄严的礼炮和绚烂的焰火已经备
好，中国女排又用新鲜出炉的世界杯
冠军为祖国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生日
礼物。

新时代、新荣耀、新精神

回望来路，不得不感叹这支队伍
的成长发展与国家命运如此紧密交
织。中国女排走过的重要节点，也打
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1981年，神州大地在改革开放春
风的吹拂下生机盎然。这一年的11
月16日，出征日本的中国女排在大阪
体育馆举行的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中
对阵卫冕冠军日本队，这也是实际上
的冠亚军之战。在中国队气势如虹地
连胜两局之后，经验老到的日本队顽
强地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在14:15落
后的关键时刻，“铁榔头”郎平在4号
位的小斜线扣球将比分扳平，随后中
国队用连续两个双人拦网以17:15锁
定胜局。

七战七胜，中国女排首次荣膺世
界三大赛冠军，实现了中国三大球的
历史性突破，接着开创了前无古人的

“五连冠”伟业。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
的年代，女排姑娘们用她们的顽强拼
搏换来的胜利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
气，成为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精神力
量。

转眼之间，38年过去。新中国迎
来了70华诞，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历程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完
成了历史性跨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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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在主帅郎平的
率领下，中国女排再次站上世界之巅，
写就新的荣耀篇章。

自2013年郎平重掌帅印以来，中
国女排已经三夺“三大赛”冠军，激励
一代代国人的女排精神在新的征程中
也在不断发扬光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女排在
郴州基地的“竹棚训练馆”里的苦练为

“五连冠”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女排
顽强拼搏、追求卓越、精益求精、锲而
不舍的精神代代相传，直到今天。

本届世界杯赛，中国队是训练时
间最长的队伍之一。在9月25日这个
转场日，考虑到旅途劳顿，不少队伍取
消了当天的训练，而14:30才抵达驻
地的中国队16:00就赶到场地进行了
抵达大阪之后的第一堂训练课。本来
组委会只给中国队留了一个半小时的
训练时间，中国队把被其他球队放弃
的一个半小时利用起来，一口气练了
3个小时。

在中国队拿下最大的强敌美国队
之后，记者们忙着计算中国队什么时
候能够锁定冠军，而郎平和她的弟子
们回到训练场上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
个训练动作。在一次对攻练习中，二
传丁霞重重摔倒在地，但皮球被她救
起。一秒钟之后，场上又传来她的声
音“我来，我来”。从北京出发时右手
就戳伤的龚翔宇在训练中每天打着支
持胶带努力坚持，平均每局为中国队
贡献2.58次扑救。饱受肩伤困扰的
32岁老将颜妮今年年初还被传言要
退役，而她用在训练和比赛中稳定而
出色的表现默默回应。

见证过中国女排的辉煌和低谷的
老队医卫雍绩说，顽强拼搏是球员在
场上展现出来的，而女排精神也包含
着在场下的每一分钟用专业的态度做
好专业的事。

无论胜败，女排精神一直都在。
当初，人们最耳熟能详的是顽强拼
搏。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全
球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女排精神也被

不断赋予新的内涵。
自里约奥运周期以来，中国女排

引入国际化团队，精细分工，加大科技
助力的应用。本次女排世界杯，中国
队参赛队员16名，教练、医疗和后勤
保障团队的人员也达到了16人，配比
达到1:1。精细的团队分工也给中国
女排带来了很多创新的做法。比如，
国外球队应用普遍的数据分析系统在
队中得到更广泛的使用。通过把对手
的比赛视频资料剪辑分析，反复观看
研究，为球队进行针对性训练和制定
作战方案提供参考依据。比赛中的及
时数据分析由助理教练通过电脑发送
到教练指挥席，为临场教练组决策提
供参考。助理教练安家杰会结合数据
分析在每个队员发球之前用手势告诉
她发哪个人、哪个点，提高我们发球的
针对性和杀伤力……

科学指导、国际保障、专业精神，
这些都是推动中国女排不断创造新辉
煌的强大动力。

领军人物的传承与超越

9月23日，女排世界杯争冠焦点
战，六连胜的中国队迎战六连胜的美
国队，郎平和基拉里两位名帅斗法。
基拉里习惯性地站在场边，而郎平在
大部分时间稳坐替补席。

3个多月之前，美国队在世界女
排联赛中3:0完胜以主力阵容出战的
中国队。可是，这次美国队被成竹在
胸的郎平和中国队打蒙了。中国队打
得如此顺利，以至于在前两局比赛中
郎平都没有叫暂停，只在挑战鹰眼的
时候到场边嘱咐队员几句。第三局，
郎平全场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暂停
掐灭了美国队微弱的反扑火焰，中国
队赢得了这场“准决赛”的胜利，踏上
了通往冠军的康庄大道。

在自己的人生中，郎平一次次完
成着自我超越，对美国队从0:3到3:0

的历程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在题为《激情岁月》的自传中，告

别赛场荣耀的郎平回顾了自己1987
年赴美国留学时的那段艰难、贫困甚
至不得不为钱打球的岁月。她说：“这
段8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历练了我的
心智，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
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
实。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
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没有这些起
起落落、沉沉浮浮的经历，我的人生不
会有第二次启航。”

1995年2月，经历了挫折与磨砺
的郎平回国接掌中国女排帅印，由此
从袁伟民手中彻底接过了中国女排

“旗帜人物”的接力棒，将中国女排从
世锦赛第八的低谷带到了亚特兰大奥
运会亚军的高度。1999年因病离开
中国女排之后，郎平又先后到意大利、
土耳其联赛和美国国家队执教，为重
掌中国队帅印后三夺奥运会、世锦赛
和世界杯“三大赛”冠军积累了经验。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和年代中，“五
连冠”奠基人袁伟民向“请进来”的日
本“魔鬼教练”大松博文学习，为中国
女排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而郎平在改
革开放的大潮中主动“走出去”，在两
次出国留学、执教的经历中完成了自
我蜕变和自我超越。

在里约奥运周期夺得两连冠后，
郎平和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周期迎来
新的挑战。2018年女排世锦赛，中国
队两次负于埃格努领衔的意大利队，
在一些关键场次朱婷在进攻端未能得
到其他选手足够的支援，有些独木难
支。

经过一年的刻苦训练，中国女排
的攻防两端在本次世界杯赛中呈现出
全新面貌。打巴西17:7，打美国11:
6，打俄罗斯9:7，打荷兰14:4，中国女
排的拦网实力让对手震颤。在扣球排
行榜上，去年对意大利队的半决赛只

得到1分的张常宁名列前茅。
新一代领军人物朱婷也在传承中

超越着自我。
2016年9月16日，夺得里约奥运

会冠军之后不到1个月，当时未满22
岁的朱婷踏上了前往土耳其瓦基弗银
行队打球的征程。在首都机场，与前
来送行的球迷和朋友分别的时刻，离
开集体前往陌生未知世界的朱婷落泪
了。

一年之后，当她再次出发开启在
土耳其联赛第二个赛季时，朱婷笑得
很灿烂。转眼之间，朱婷已经在土耳
其打完3个赛季，成为冠军和“MVP
（最有价值球员）收割机”。经过在土
耳其高水平联赛的历练，朱婷的技术
更加成熟、心理更加强大。在本届世
界杯赛中，她是中国女排当之无愧的
领军人物。在已经站起来、富起来正
向着强起来迈进的中国，在一个更加
开放、自信、繁荣的新时代，朱婷在走
向国际、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起点更高，
也更加迅速、更加自如。

1985年，24岁的郎平随中国女排
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她本人被评
为MVP。34年之后，24岁的朱婷也
第二次捧起世界杯冠军奖杯，还极有
可能第二次被评为世界杯MVP。同
样作为主攻手的郎平和朱婷是中国女
排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两位巨星，她们
不但成就了彼此，也正实现着中国女
排新的交替与传承。

赖亚文说，女排精神跟老女排“五
连冠”的深厚底蕴是分不开的。老女
排不但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也在训练
方法、队伍思想建设等方面留下了宝
贵的财富和丰富的经验。从袁伟民教
练开始积累的这笔财富和底蕴，不仅
没有丢失，相反由郎平、陈忠和等教练
传承下来，并且一直在延续、在丰富。
因为有了成绩和传统的积累，也就有
了精神上的支撑和支柱。

坚守平凡 成就伟大

2004年8月28日晚，张越红在雅
典的和平友谊体育馆像弹簧一样高高
跃起，在4号位送上斜线扣杀，帮助中
国女排在与俄罗斯队的比赛中完成了
激动人心的3:2大逆转。这个出场机
会不算多的“超级替补”，为中国队夺
取雅典奥运会冠军拿下了至关重要的
1分。

细心的球迷不会忘记，在雅典奥
运会的征程中，赵蕊蕊首战受伤，年
轻副攻张萍临危受命，为中国队夺冠
立下了汗马功劳。时任主教练陈忠
和是中国女排“黄金一代”的缔造者，
在接掌中国队帅印之前，他在陪打教
练和助理教练的位置上坚守了十几
年。

中国女排是一个平凡与伟大完美
融合的集体。她似乎有一种魔力，让
人难以割舍，甘愿为之倾其所有。

1989年入队的赖亚文在球员时
代与世界冠军头衔失之交臂，但在
1999年转为教练之后辅佐了陈忠和、
郎平两任主帅，见证了中国女排自“五
连冠”之后的全部5个冠军。作为现
任排管中心副主任，赖亚文平时既要
管单位的行政工作，又要忙队伍的管
理、后勤和训练，还要兼顾自己的家
庭。随队参加世界杯赛期间，她既是
郎平的左膀右臂，又是教练和队员之
间、教练和教练之间、教练和外联之间
的“减速带”，还要惦记给队员买的酸
奶分量、口味是否合适。低调的“赖
导”几乎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她给自
己的定位只是“帮忙不添乱”。

为中国女排服务了25年的老队
医卫雍绩说：“总要有人做台前，有人
做幕后，我们就是做幕后的。”

里约奥运会期间，助理教练袁灵
犀在每个比赛日早上六点半出发去赛
场录所有的比赛录像，凌晨2点才回

到奥运村，还要连夜做出对手的数据
分析资料。因为住宿条件紧张，助理
教练包壮每天睡在厨房。陪打教练吴
晓雷和李童住在中石化驻巴西的职工
宿舍，他们每天都需要在不同的地点
间往返奔波，只为扮演好女排姑娘们
的“假想敌”。

顽强拼搏和集体主义精神一直是
中国女排的优良传统，如今国际化的
大团队也延续了这一点。没有默默奉
献、不计回报、看似平凡的付出，也就
没有中国女排今天的伟大成就，而中
国女排也成就了为之辛勤付出的每一
个人。

38年前，《人民日报》刊发的评论
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
赢了》这样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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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年后的今天，新中国即将迎来
70华诞，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
将实现，新时代的女排精神将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继续激励我们
向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奋力前行。

郎平所在的中国女排五连冠群体
入选“新中国70年最美奋斗者”名单，
郎平本人还在去年入选改革开放100
名杰出贡献人员，如今她又率领新女
排写下新的辉煌篇章。也许我们的岗
位平凡，但是只要我们像郎平和中国
女排那样努力奋斗、超越自我，总能在
新时代奏响自己的音符，为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中国女排训练馆里的墙上有几
个醒目的大字：“走下领奖台，一切从
零开始”。9月29日，中国女排将带着
冠军奖杯回归，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庆
新中国70华诞。9个多月之后，她们
将再度赶赴日本，在东京奥运会上迎
接新的挑战。

中国女排，你为国旗增辉，人民为
你自豪！ （新华社大阪9月28日电）

英 雄 儿 女 让 祖 国 更 加 伟 大
——写在中国女排第十次获得“世界三大赛”冠军之际

新华社记者 王镜宇 徐征 王梦 韦骅

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在第三届女排世
界杯颁奖仪式上。

1984 年 8 月 7 日，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
女排颁奖仪式上向观众致意。

9月23日，中国队球员在比赛中庆祝得分。当日，在日本札幌举行的2019年女排世界杯赛第二
阶段A组循环赛中，中国队以3比0战胜美国队。 （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2003年11月15日，中国女排队员在第九届女排
世界杯颁奖仪式上合影。

1982年9月25日，中国女排队员在第九届世
界女排锦标赛颁奖仪式上向观众致意。

1985年11月20日，中国女排在第四届女排世界杯颁奖仪式上向观
众致意。

2004年8月28日，中国女排在雅典奥运会女
排颁奖仪式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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