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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大阪9月28日电（记者王
镜宇、王梦）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28日
在大阪市中央体育馆以3：0战胜塞尔
维亚队，十战十胜，提前一轮锁定2019
年女排世界杯赛冠军，第十次在世界

“三大赛”登顶的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华诞献上了厚礼。

中国队主教练郎平说，新中国迎来
70年华诞，女排能做的一定会做到。

“感谢国家对我们的培养，有这个机会

还是要升国旗、奏国歌”。
在去年世锦赛上获得季军之后，中

国队经过一年的苦练再次出征日本。
初战横滨，中国队3：0横扫俄罗斯和日
本，前五场一局未失。转战札幌，中国
队3：2击退巴西队的有力挑战，3：0“碾
压”新科世界女排联赛冠军美国队，扫
清了夺冠路上最大的两个障碍。在27
日3：1击败荷兰队之后，中国队只要战
胜塞尔维亚队即可提前夺冠。25：14、

25：21、25：16，随着拉佐维奇的扣球失
误，中国队获得了全场胜利，拿下全场
最高的18分的朱婷和自由人王梦洁高
举双手，庆祝胜利。

国际排联主席格拉萨说：“中国队
的强大要归功于郎平率领的国际化团
队，明年的东京奥运会你们还是最大的
夺冠热门。”

这是郎平在2013年重新执掌中国
队帅印之后夺得的第三个“三大赛”冠

军，前两个来自2015年世界杯和2016
年里约奥运会。这也是中国队历史上
第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除了世界杯
之外，中国女排还曾三夺奥运会冠军、
两夺世锦赛冠军。

中、塞之战并非比分显示的那样轻
松。尽管前一晚2：3输给了日本队，又
缺少博斯科维奇、米哈伊洛维奇等几位
主力，塞尔维亚队开局仍以7：5取得领
先，朱婷挺身而出，独得5分，打出8：1

的小高潮。此后，中国队掌控了局面，
很快以25：14先下一城。

第二局塞尔维亚队状态提升，双方
拉锯到18平之后，中国队以一个5：1
的小高潮将比分变成23：19，并最后以
25：21再下一城。

第三局开始不久，朱婷后攻得手，袁
心玥和张常宁两次拦死塞尔维亚队头号
得分手别利察，取得6：1的优势。塞尔维
亚队追到16：20的时候，郎平的暂停立

竿见影，中国队连得5分结束了战斗。
张常宁和龚翔宇分别为中国队添

上16分和11分，中国队在拦网方面以
10：2压倒对手。

在扣球榜上排名第一的朱婷说：
“现在的中国队比以前更强大，因为我
们每个人都有提高。”

夺冠之后，中国队在第一时间走进
了训练馆，准备29日与阿根廷队的最
后一战。

中国女排锁定世界三大赛第 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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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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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胜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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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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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战七胜，中国女排首次荣膺世界
三大赛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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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姑娘们用胜利为祖国争
光、为民族争气。转眼之间，38年过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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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胜败，女排精神一直都在。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加
快，女排精神也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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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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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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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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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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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京奥运周期，郎平和中国女
排迎来新的挑战。2018年女排世锦
赛，中国队两次负于埃格努领衔的意
大利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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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领军人物朱婷也在传承中
超越着自我。在本届世界杯赛中，她是
中国女排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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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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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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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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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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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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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女排，你为国旗增辉，人民为
你自豪！（据新华社大阪9月28日电
记者王镜宇 徐征 王梦 韦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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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得队史第十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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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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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军人物的传承与超越 坚守平凡 成就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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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李学优遗失常德职业技术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毕业证书一本，证书编

号：130391 201306032744，现声

明作废。

▲澄迈县瑞溪镇里加村民委员会

里加村民小组公章，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钟华彪不慎遗失护士资格证，证

件号:20171460 10120045，特此

声明。

▲东方昌泰珠宝金行有限公司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9007000000435，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雷家雄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注

册证书（建筑、市政）注册编号：琼

246131404885 证号：01185128，

声明作废。

▲邓美树不慎遗失土地证一本，证

号：定安龙河镇集用（2012）第

01242号，声明作废。

▲曹静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有

限公司（546531 元）购房收据一

张，编号：4912816，特此声明作

废。

▲海南炬荣燊房地产有限公司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2）编 号 为

469002180000279，财务私章（陈

采妮），现声明作废。

▲董联群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188-1403购房房款收据1张，编

号HN0002283，维修基金1张：编

号HN0002281，代收费1张：编号

HN0002282，声明作废。

▲父亲:刘双，母亲:陈桃秀，不慎

遗失2016年8月4日出生，姓名为

刘欣雨的出生医学证明一份，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为:Q350148923,

声明作废。

▲张国胜遗失二级建造师临时执

业 证 书（公 路）注 册 编 号 ：琼

246000800044，证号：00018744；

二级建造师临时（公路）印章，声明

作废。

▲海南卓阳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树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09-27日遗失公章，现特此

声明。

▲白光辉不慎遗失琼山区琼州大

道警察之家1栋402房。房屋租

赁证 证号：08165 ，有效期：

2016年8月22日一2019年12月

31日，现声明作废。

▲王玉芝遗失海南省澄迈县老城

经济开发区北一环路南侧后海温

泉小镇后海银帆B栋1919房的商

品 房 认 购 书 一 张 ，编 号 :

HHYF00448，特此声明作废。

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通知书
尊敬的于浩淼、于浩淙：
贵方于2018年3月9日购买我司
开发建设的澳门街项目3#楼2幢
401房及2幢402房，并于2018年
4月11日与我司签署《商品房买卖
合同》，由于当时政策影响，贵方未
满足商品房备案条件，经协商，我
司决定解除与贵方签订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并将贵方
所购房屋收回另行出售，特此公告！

儋州爱信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5日

海公馆交房公告
尊敬的海公馆业主：您所购置的万
宁神州半岛海公馆项目现已通过
相关部门验收，达到合同约定的房
屋交付条件。为便于业主收房，我
司定于2019年10月25日-30日
在海公馆项目现场为业主集中办
理收房手续。请各业主按照《入伙
通知书》的提示准备相关资料及费
用，分批办理收房手续，逾期则视
为您认可我司已履行完毕交付义
务并同意收房。特此公告！
各业主若有需要了解和咨询的问
题，欢迎致电客户服务热线：
4008301888。恭祝各位业主收房
大吉，万事如意！
中海仁信（万宁）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8日

公告
海口龙华渔湘四海(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2460106MA5T0WK15U)
因升级装修需停业，请与本店有债
权债务的公司或个人在见报后45
天内与本店负责人联系处理，过期
自误。联系电话:1733084152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出售经营20年门诊临街旺铺
192平方米，电话:13005030555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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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图①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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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③ 9月 28日，
中国队球迷在看台上为
中国队加油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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