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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培怡 全科医生

Peggy Hu, MD, PhD
Family Medicine

服务范围：
急、慢性病诊断，治疗，年度
检查。健康儿童体检及免疫注
射，移民体检等

    华人护士，精通中／英文

胡 培 怡 医 生 诊 所

东边 诊所
时间:   每周三和五 8:00-12点
地址：9015 E. 17th St., 
            Indianapolis, IN 46229
             
电话：317.355.7700  （中／英）

Carmel  诊所
Carmel Medical Pavilion
(MedCK Building)

时间:   每周一、二和四 8:30-5点
地址：11911 N. Meridian St., Ste 130
            Carmel, IN 46032
            (从Pennsylvania Ave.进去)
电话：317.621.6809 （中／英）
            317.355.7700 （中／英）

Carmel诊所
新增周一
门诊！

開 業 2 0  年  通 國  粵  台  英 語
成人儿童牙科服务；洗牙 补牙 假牙
急诊 根管治疗 牙周病治疗 拔牙
拔智齿 植牙 美白牙齿 隐形矫正等
接受大部份牙科保险，Medicaid 及
Obamacare

赢了！
12年后，女排又一次得了奥运冠军！

第三次奥运冠军，追平了古巴三次奥运冠
军的纪录。女排这一路低开高走，从死亡
之组杀出，磕掉了所有的劲敌~

——————
这届奥运会，女排本来就给了大家足

够的惊喜。
先是打败卫冕冠军、东道主巴西队。

要知道中国女排过去7年对战霸主巴西仅仅
获得过1次胜利。 

而在中国队在大比分输掉首局比赛
后，巴西队更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是
中国姑娘最终上演绝地反击，以3：2击败
巴西队跻身4强。赛后姑娘们也是激动得不
行，相互拥抱哭泣，场面就像是拿到了冠
军一样感人。采访郎平的记者开心地不知
如何组织语言，问郎平:”您怎么给我们这
么大惊喜！”郎平也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感
情了呀，强忍着直打转的眼泪。

逆转巴西后又复仇荷兰，小组赛中
荷兰这只劲旅曾以3:2打败中国队。这次
中国队激战4局最后3:1拿下胜利。大比分
是3：1，但是每一局的赢球方都只赢了2
分啊！打到最后这种场面只能用“特别焦
灼”来形容了。郎平打完荷兰队感叹自己
心脏受不了，只能鼓励队员“打一分赚一
分，一分一分咬着牙顶，你死我活的”。

回顾一下中国女排的里约之旅，就像
坐过山车一样惊险。早在几个月前，本届
奥运会的女排分组结果确定之时，大家就
为中国队捏了一把汗：中国队和美国队、
意大利队、塞尔威亚队和荷兰队等强队同
分在B组，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死亡之组”
。

世 界 杯 前 三 名 再 加 上 荷 兰 、 意 大
利，让郎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言：“我
从来没见到过这么强的分组。包括08年奥
运会，两组强弱之分也没有这么悬殊。”
但是她说：“能做的就是面对现实做好最
好的准备。”事实也是这样的，女排姑娘
们就是一分一分磕下来，在这个“死亡小
组”里惊险出线了。

“女排精神”这几天持续刷屏，但
郎平自己说：单靠精神不能赢球。大家都
认为郎平身上有“女排精神”，她却主动
给“精神”卸下了光环。

——————
郎平出生于60年代初，最初开始打

排球是因为热闹好玩。1978年郎平进入
了国家队，成为了袁伟民手下的一名虎
将。198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女排世
界杯，扣球勇猛的郎平被解说员称为“铁
榔头”，自此铁榔头就成为了郎平的代名
词。这次世界杯中国女排获得了冠军，这
也是中国女排历史上第一次拿下世界冠
军。从这一次的世界杯赛开始，中国女排
开启了“五连冠”时代。

那是国家重新开始发展需要精神力量
的时候，女排提供了时代所需要的鸡血，
邮票都印着她扣球和得奖的英姿。当然郎
平的球技着实出色，被称为“世界三大主
攻手之一”看看郎平的扣球瞬间，视频里
能清楚听到击球时的声音。

1985年，深感疲惫的郎平正式从国家
队退役。但那时候她已经体现出与众不同
之处：不走仕途，出国读书，读国外的体
育管理专业。

郎平放弃了北京市体委副主任一职，
选择了自费前往美国读书，身上带了150美
金。

在美国读书的郎平也是经历过一段
苦日子的，要当教练换取学费，还要解决
生活问题。在国外，郎平再一次开始当球
员，是因为出国留学的成本昂贵，最后郎
平远赴意大利职业队打球。

打球和留学过程中，郎平已经伤病缠
身，铁榔头的手已经变形了这样。她还有
腰椎盘突出，不能长时间站立，腿也动过
几次手术，据郎平姐姐说，从脖子到脚，
郎平一共做了十几次的手术。郎平说她腿
上髌骨都拿掉了，运动时就是骨头撞骨

头，听上去就好可怕啊
最终，郎平拿到了美国

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系现代
化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羽翼
逐渐丰满的郎平开始了她的执
教生涯。

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会
转型成出色的教练，而郎平有
意识地给自己的排球事业加入
了“体育管理系现代化专业”
的成分，于是，她彪悍的执教
业绩开始了。看左图，基本上
就是带什么队什么队牛掰的节
奏。

她坦然地在国内外都当
教练，在意大利执教的是职业
联赛。她甚至会带着美国女排
和中国女排开战，这种做派非
常现代，也把体育放进了那个
名叫“专业主义”的框框里，
而非“国家”。但郎平对中国
女排始终是有感情的。她两次
回到国内给国家队当教练，都
是临危受命。

第一次是1995年，郎平
受中国排球协会的邀请，接手
了低谷时期的中国女排，没有
声张的郎平在机场还是受到
了记者们的围堵。那时候昔
日辉煌的中国队正处于低谷

期，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女排
获得第七名。1994年，巴西举办的第12届
女排世锦赛上，中国女排只获得了第8名；
后来把亚运会的冠军都丢了。

在这么困难的时候挑起中国女排的担
子，郎平犹豫了很久，但最后她还是接过
了烫手山芋。在1995年确认出任总教练的
发布会上，郎平说：愿意承担风险也愿意
承担责任。在郎平的带领下，中国女排重
振雄风，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获得
了亚军，1998年拿下了世锦赛的亚军。

亚特兰大奥运会，为了中国女排操劳
过度的郎平晕倒在了赛场上，记者联系她
的父亲时，郎平的父亲当场落泪说“她的
一生都献给了女排”。

1999年，因为身体与家庭的种种协
调问题，郎平辞去了中国女排总教练的职
务。

2013年郎平二次执教中国女排，还是
因为中国女排低谷了。此时郎平的一生已
经足够传奇，自己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中国队处于青黄不接的状况下，她本来可
以不再接这么大的难题，但最终她还是回
来了。因为感情是融在血液里，无法割舍
的东西。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在
1/4决赛对阵日本女排，郎平当时是央视的
特约解说。亲眼看着中国队输了，郎平泪
洒休息室。

她在微博里写到，自己解说时情绪一
直跟着中国女排起起伏伏，比赛结束自己
心疼得不愿回忆整个过程。 

在《非常静距离》里，郎平说，当
解说去点评中国女排的比赛实在是太过纠
结，场上球员出现失误时她甚至会用手敲
自己的脑袋。

2013年前排球国手陈招娣的去世更加
重了她的情绪，郎平在微博上动情的说，
共同作战的画面历历在目，来世还做队
友。

也许是在陈招娣去世后，郎平才发现
自己是唯一一个曾经中国女排的老队员还
在第一线的。之后不久，郎平宣布正式执
教中国女排，放下了纠结和焦虑。她说：
「我也不会说还有多少个十年去干，那我
希望把有限的时间都献给中国女排。」 

郎平接受中国女排的时候，情况并
不理想，第一节训练课之后，郎平的感觉
是：“没想到球员的状态、基本功、心理

素质这么差！”但这种情况下更看得出教
练的功力，郎平接手后带领中国女排一改
颓势拿到2014女排世锦赛亚军。

彪悍的成绩是彪悍的日程累积出来
的。

郎平膝盖动过无数次手术，但还要
亲自带着球员们训练，备战大赛时能睡4
、5个小时都算好的。晚上还要看对手的比
赛视频，研究战术第二天给队员布阵。对
手队伍加入许多新队员自己也要着手做功
课，时刻都不能停止学习。

今年年初和郎平结婚的王育成王老
师就很痴迷的形容过郎平认真工作时的精
神气质：“不干则已，一做就要尽自己努
力做到极致。”场边执教的郎平也很吸引
人，镇定之下脑子在不停地想着法子。啊
认真工作的人最美~ 

此外郎平还在致力于为中国女排发掘
新鲜血液，让中国女排在这几年里顺利完
成了新老交替。

但郎平也不仅仅是“铁腕教练”，也
是温情脉脉像妈妈一样的长辈。

她总是称这些队员为“孩子们”，对
她们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  新年给孩子们
发红包 , 亲自为队员从美国带蛋白粉...

徐云丽受伤了，回到宿舍的时候，郎
平就已经坐她宿舍床上等着了。徐云丽说
当时看到她一下百感交集，觉得就像自己
妈妈在温暖她。伤病期徐云丽仿佛是度日
如年恨不得早点回归这个大家庭。

女排白天在紧张地比赛，晚上郎平
也会晒出自己吃泡面的视频，还说不要让
队员们知道，因为自己不让她们吃泡面，
自己每天都吃，为了“舒服”，表情好可
爱。她始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啊。

“女排精神”在80年代是让父辈们振
奋的情意结，但这种“精神第一”的想法
当然有它的问题，“意志品质”不能解决
所有的问题，球赛暂停时郎平指点的是技

术细节，并非是在打鸡血。她掌握了一整
套科学管理运动员的方法，才能把一个涣
散的队伍重新整治回正轨。

战胜巴西的时候郎平说：「不要因为
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也要看到
我们努力的过程。女排精神一直在，单靠
精神不能赢球，还必须技术过硬。」

她经历过女排给全民打强心针的年
代，但是自己主动从“精神”中走出，让
体育回归到体育本身该有的技术话题，这
可能比全民搞回忆杀更有价值。

郎平说：「强者就是要面对各种困
难。知道光靠“精神”不够，但还是要面
对各种困难，这样一看，郎平的彪悍反而
多了一重。

（文章摘自 沁毛慢慢和贝贝）

高秀瑩        執照心理治療師
Hsiu-Ying Ransburg, LCSW, LCAC

电话：（317）590-1760              微信: Ransburg
住址：597 Industrial Drive, Suite104, Carmel, Indiana 46032

憂鬱，恐慌，焦慮，失眠，煩躁，心寧創傷，課業
/事業問題，人際關係障礙，家庭失和，失戀/離婚
，自信心低落，對人生無望嗎？我可以幫助您！

19年執照臨床經驗，收醫療保險，兒童， 青少年， 成

人， 婚姻 ，家庭, 視頻輔導  

赢了！都说“女排精神”，但郎平彪悍地说：单靠精神不能赢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