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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女排宿将陈招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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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来世，我们还要一起打球；
如果有来世，我们依然要做姐妹。

痛 别招娣

立。曾经和陈招娣一起在赛场上拼搏
的郎平、张蓉芳等老女排队员来了；一
起在教练岗位上挥斥方遒的前女排国
家队主教练胡进、陈忠和来了；一起为
部队文化体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郑
海霞、王治郅等部队战友也来了……
更多在礼堂门前守候的，是挚爱排球
的球迷和被中国女排拼搏精神所感动
的人们。
作为中国女排的主力队员，陈招
娣为中国女排 1979年首获亚洲冠军、
1981年首获世界杯冠军、1982年首
获世锦赛冠军和亚运会冠军作出了重
张蓉芳痛哭
要贡献，她是中国女排在二十世纪 70
清明时节雨纷纷。春雨过后的北 年代末和 80年代初冲出亚洲、走向世
京西郊八宝山一片氤氲。在这祭奠故 界团队中的核心队员。
人的日子里，为刚刚故去的人送行，人 “当时的每场比赛我都看了，陈招
娣和当时的中国女排取得这样的成
们心头平添了些许哀伤。
中国女排当年“五连冠”的功臣、 绩，是祖国的骄傲，是我们的榜样。中
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陈招娣 国女排的顽强拼搏精神鼓舞了我们一
遗体告别仪式，昨天上午在这里举行。 代人，”前来吊唁的排球迷、70岁的周
陈招娣因病医治无效，于 4月 1日在 宗皓说。
上午 10时，陈招娣的遗体告别仪
北京逝世，年仅 58岁。
八宝山东礼堂前，上千人静静伫 式开始。1981年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

军的队员们最先进入告别室， 我曾在八一队训练，得到过她
伴随着一声声“招娣”的呼唤，郎 的指导，她是我们非常尊敬的
平、张蓉芳、杨希的泪水奔流而 一位前辈，她为我们这些排球
出……告别室的大门暂时关闭， 的后辈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
十余位老女排队员在时任主教 产，”李珊说。
练袁伟民的带领下，最后一次和
和李珊一样，许多新一代
昔日的队友陈招娣作别。
的排球运动员都曾得到过陈招
30余年同甘苦、共奋斗的 娣的指点和帮助。尽管不再在
—已经知 赛场拼杀，但她一直都未曾离
感情积淀瞬间宣泄——
天命的运动健将像孩子一样恸 开所挚爱的体育事业，为军队
哭不已。“招娣啊，如果有来世， 文化体育事业建设发展做出了
我们还要一起打球；如果有来 突出贡献。
世，我们依然做姐妹！”老女排
前来吊唁的人为陈招娣的
队员曹慧英泣不成声。郎平、张 过早离去而深深惋惜。但，陈招
蓉芳等也眼含热泪、数度哽咽。 娣留下的，是她和当年中国女
前来吊唁的前女排国手李 排队员们创造的、影响了一代
珊踱步到陈招娣的遗容前，看 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的女排精
着曾经的前辈和恩师
神，以及那永远跃
动的青春。
悲痛不已。“1999年

担当

群众前来悼念

为了中国篮球压下处理决定

陈招娣
“拯救大郅”

“回去，不回去，回去，不回去……”
曾几何时，在洛杉矶的家中，王治郅也
许无数次在这样的问题上左右摇摆。众
所周知，王治郅在 1999年 NBA选秀中
被达拉斯小牛队于第 2轮第 36位选
中，成为第一位进军 NBA的亚洲球员，
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滞留美国不归，
相继错过了 2002年世锦赛、2003年亚
锦赛、2004年奥运会、2005年亚锦赛，
还好尽管一波三折，但最终于 2006年 4
月在国家男篮领队匡鲁彬陪同下，从洛
杉矶乘机返回北京。
关于王治郅回国的工作，自 2002
年的那个夏天开始，许多人就做了许多
陈忠和
阿的江
她对我个人非常好 ， 很关心
努力，陈招娣是不能不提的一个“拯救
也很照顾 ，我很感谢她 。 希望
（中国女排功勋教练 ）
（八一男篮主教练 ）
者”。八一体工大队隶属于总政直工部文
希望她一路走好吧 ， 有
她这么多年对篮球非常 陈大姐一路走好 ， 希望中国
体局，局长是前女排国手陈招娣。2003
这么多人来参加她的追悼 关注 ，非常关心 ，包括联赛期 体育有好的前景 。
年
8月，陈招娣向上级打报告说王治郅
会 ，她应该也会感到安慰 。 间和平常的训练 。
汪嘉伟
马上回国，但王治郅的食言却让她很是
赖亚文
每次见到她 ，她都询问 ， （中国男排名宿 ）
尴尬，尽管如此，陈招娣依然没有放弃王
很遗憾 ， 怎么会这个年
的确对我们整个队 ， 包括我
（中国女排助理教练 ）
治郅。
恩师她走了 。 作为排球 自己的成长 ， 留下的印象太 龄(走了)。 她在军队 、体育界
由于长时间不归，据说对王治郅的
人来讲 ， 我们一定会把女排 深刻了 。
都做得很好 ， 各方面的贡献
处理决定早就拟好，但被陈招娣顶着外
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 作为你 王治郅
也很大 。 怎么会突然发生这
界的压力压了下来。“体育局准备处理的
的队员也好 ， 姐妹也好 ， 你 （男篮名将 ）
个？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回
时候，
我曾努力让他们缓一缓，只要他回
放心 ， 你一路走好 ， 我们也
陈局对我们很关心也很 过头来想 ， 人生有很多并不
来，
什么都好说，
人不回来，一切都是空
会照顾好郭晨 ( 陈招娣女儿 ) 照顾 ，给年轻队员很多鼓励 ， 如意的地方。 但愿她走好，在
的。”
虽然王治郅的迟迟不归也让她心力
的。
对中国体育事业奉献很多 。 天堂走好 。
交瘁，
“我真的管不了了，我太累了，我们
都尽力了。”实际上，陈招娣却没有放弃，
依旧为王治郅回国尽自己的一份力。
2006年 2月下旬，篮管中心主任李
元伟和国家队管理部负责人匡鲁彬赴美
双方这次在洛杉矶的
陈招娣和女儿 与王治郅沟通交流，
陈晨捧母亲遗像
谈话很顺利。按照事先的约定，陈招娣准
备前往美国亲自劝说王治郅，尽管没有成
五连冠之后，老女排的 一半时，她有些退缩，因为觉 幸福。”
行，但考虑到 2003年王治郅的爽约，陈
队员们不止一次聚会，但这 得是自己提出来的，练成什
谈到对陈招娣的印象
招娣愿意前往美国已是非常大的让步。
一次格外不同，她们因为陈 么样无所谓。但最后她还是 时，郎平说，“乐观、执著”；曹
身为领导的陈招娣冒着风险劝说
招娣的离去而再次相会。 圆满地完成了教练的任务。” 慧英说，“ 勇敢、坚强”；孙晋
王治郅归国，令她在篮球圈内的口碑也
在陈招娣的遗体告别
芳说，“低调、简单”；杨希说，
很好。如今陈招娣离我们而去，但留给
仪式后，央视体育频道播
谈到女排精神的传承 “热爱排球”；央视解说员孙
我们的记忆却不会因此褪色，而这记忆
出了特别节目 《永远的招 时，李延军说：
“老队员对我 正平说，“和蔼亲切，赛场上
中不仅仅有排球，还有“拯救大兵王治
娣》。孙晋芳、张蓉芳、郎 们是言传身教，跟着老大姐 永不服输”。
陈招娣郭晨母女情深
郅”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平、周晓兰、陈亚琼、曹慧 们一起训练，她们通过自己
目前身在澳大利亚无法
英、杨希、张洁云、周鹿敏、 的行动让我们传承了女排精 赶回的前中国女排教练邓若
我无法休息 ，无法闭 微博抒发着自己怀念母
朱玲、梁艳，这些中国女排 神。”
曾，则专门撰文悼念弟子，表 眼 ， 我不知道和谁说 ，让 亲的情感。如此纯粹、如
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的队
这批老女排队员中，现 达哀思。邓若曾在悼文中说： 我在这里发泄吧 ，妈妈我 此厚重的母女情深，让人
员们一起回忆与陈招娣在 在与排球联系最紧密的是 “作为教练的我，心中为失去 好想 ， 好想你 ， 我是哪里 感叹：世间还有哪一种
一起的点点滴滴。
现任恒大主教练郎平。“我 这样一位优秀的战友而感到 做错了吗 ？ 你不要我了 ， 爱，能够超越母爱？
老女排们首先从 1981 既没有杨希的天赋，也没有 无比心疼。唯一的心愿就是 你说过的 ，你不会丢下我
当年五连冠的姑娘
年的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开始 孙晋芳的领导才能。”她说， 愿陈招娣一路走好！她的一 一个人的 ， 妈妈我想你 。 们相约将来要生女孩，组
近一年来，在中国体坛，还有一些体
回忆。那一年，陈招娣 26岁，“就是因为喜欢排球，所以 生是我们大家所敬仰和学习 (4 月 1 日 ，21 时 08 分) 织一支小女排继承自己
她和队友们在日本赛场七战 一直离不开，觉得这是一种 的榜样。”
和你分开才几个小 的事业。数年过去了，孙 坛健儿离我们而去。在这个哀思的日子
全胜，第一次为中国女排夺
时，脑子里空空的，想的都 晋芳、曹慧英、陈亚琼、张 里，让我们一起再回顾一下，祭奠他们。
得世界冠军。在和日本队的
是你，不敢闭眼，里面全是 洁云、周晓兰、朱玲、梁 实德悍将张彭 突发心脏病去世
决赛中，陈招娣因和队友孙
你，天真地问一句，妈妈你 艳、陈招娣、周鹿敏和郎
2013年 4月 3日，前大连实德队
晋芳碰撞而导致腰伤复发，
什么时候回来啊，我等你。 平先后生了 10位千金，
但她仍坚持完赛，并最终捧
(4 月 1 日，19 时 11 分)
不过，只有陈招娣的女儿 员张彭，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 31
得冠军。
坐在从医院回家的 郭晨打排球，不过她打的 岁。当天下午，张彭与父亲一起出门进
行运动，但在运动期间感觉到身体不适，
孙晋芳回忆说，陈招娣
车上 ，抱着妈妈最自豪的 是沙滩排球。
非常有个性，有“拼命三郎”
军装 ，突然间我变得那么
前八一女排的队员 随后突发心脏病，治疗无效去世。
之称，“有一次训练时，陈招
， 我不知道要和 王珂与郭晨曾是室友。王
图为 1982 年 9 月 25 日 ，中国队在第九届世锦赛决 不爱说话
娣显得有些不服气，向教练 赛中庆贺胜利
谁去说我的痛苦 ，多希望 珂感慨：陈阿姨第一次做 一代球王庄则栋 坦然面对生死
。 陈招娣 （右二 ）
2013年 2月 10日 17点 06分，庄
袁伟民主动提出加练。练到
这是个玩笑 ，现在只能用 直肠癌的手术是 1986
文字来记录我想对您说 年，手术第二年郭晨出 则栋病逝，终年 73岁。
为中美“乒乓外交”立下汗马功劳
的 ，妈妈 ，我真的很爱您 ， 生。小时候，有一段时间，
如果有来生 ，下辈子我还 陈招娣太忙，于是郭晨就 的一代“球王”庄则栋，在与癌症病魔抗
要做您的女儿 ，永远 。 一直被“扔”在杭州外婆 争 5年后，以其乐观豁达、顽强拼搏的
停送电时间
停电线路
停电范围
(4 月 1 日 ，17 时 44 分)
家。长大后，郭晨义无反 精神，书写了自己传奇人生的最后一幕。
⊙10KV 蒋工线桃园支线 4 杆政府 3 支线及
“ 妈妈走好 ， 那个地 顾地选择走排球这条路，
7 ：00－14 ：00 以下线路 。 ⊙10KV 蒋工线桃园支线 11 杆蒋 蒋王中学 、蒋王街道办宿舍及周边地区
围棋名宿陈祖德因病逝世
方没有疼痛 ， 没有疾病 ， 并进入八一队。“女承母
王中学支线及以下线路 停电
2012年 11月 1日 18点 45分，著
只有开心 ，还有两天我就 业，这也许是对母亲最好
8 ：00－15 ：00 10KV 大观线 90 杆姚湾支线以下线路 停电 姚湾村附近区域
名棋手陈祖德九段胃癌晚期医治无效
，
，
岁了
你又一次骗我
26
的感恩。”
7 ：00－15 ：00 10KV 罗庄线 06 杆赵庄支线以下线路 停电 西湖赵庄周边地区
我不恨你 ， 我依然爱你 ，
网名为“加菲猫小 辞世，享年 68岁。“当年我们一起被下
妈妈我爱你 ，我在这里 。 ” 猫”的郭晨网页，一定是 放，其他人都放弃围棋了，只有祖德坚持
(4 月 1 日 ，14 时 55 分)
流量最大的网页。那儿的 钻研。”陈老的师弟、中国围棋协会主席
“围棋的布局方法‘中国流’
停送电时间
停电线路
停电范围
陈招娣的女儿郭晨， 字里行间，流淌着无限的 王汝南回忆，
是由祖德开创并发扬的。”
8 ：00－13 ：00 10KV 埝桥线河东倪庄 2 支线 01 杆以下线路 埝桥线河东倪庄村附近
在母亲离开后，一直通过 母女情深。

留言

缅怀

这一次，为了告别而聚会

追忆

妈妈走好，
那个地方没有疼痛

延伸

这一年，
他们也离我们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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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产业园运河村河东组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