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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体育人巾帼体育人女神亦战神女神亦战神
滨州日报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滨州网记者 任宵任宵 李默李默 郭文璐郭文璐 通讯员通讯员 董会青董会青

从从““五连霸五连霸””的女排姑娘到杀入世界杯决赛的的女排姑娘到杀入世界杯决赛的““铿锵玫瑰铿锵玫瑰””，，从有铁一般意志的速滑尖兵叶乔波到两获大满贯的李娜从有铁一般意志的速滑尖兵叶乔波到两获大满贯的李娜，，中国体坛从不缺少花中国体坛从不缺少花
木兰木兰、、穆桂英式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式的巾帼英雄，，她们甚至成为全国人民仰望的精神丰碑她们甚至成为全国人民仰望的精神丰碑，，荣誉等身让同领域的男人们望尘莫及荣誉等身让同领域的男人们望尘莫及，，垂首汗颜垂首汗颜。。

在滨州体育圈在滨州体育圈，，也有这样一个群体也有这样一个群体，，场下是场下是““女神女神””，，上场变上场变““战神战神””，，训练一线运筹帷幄的有训练一线运筹帷幄的有““她她””，，文化课堂上孜孜不倦的有文化课堂上孜孜不倦的有““她她””，，管理岗位管理岗位
上默默奉献的有上默默奉献的有““她她””，，她们是平凡岗位上的靓丽身影她们是平凡岗位上的靓丽身影，，她们践行她们践行““为民服务孺子牛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精神，，为滨州体育事业发为滨州体育事业发
展贡献不可替代的展贡献不可替代的““她她””力量力量。。

时至时至““三八节三八节””，，我们从这个群体中推选出五位典型代表我们从这个群体中推选出五位典型代表，，让我们一起读读她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读读她们的故事，，认识这些可爱的人认识这些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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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淑萍宋淑萍：：
从从““老体育人老体育人””到到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女队女队
长长””的美丽蝶变的美丽蝶变

““说到宋队长说到宋队长，，咱这几个村没有不竖大咱这几个村没有不竖大
拇指的拇指的，，她给大伙办了太多好事她给大伙办了太多好事。。””滨城区滨城区
沙河街道办事处于新村村支书于建华说沙河街道办事处于新村村支书于建华说。。

20192019年年77月月，，市体育局副局长任上的市体育局副局长任上的
宋淑萍来到沙河街道宋淑萍来到沙河街道，，成为市派乡村振兴成为市派乡村振兴
服务队队长服务队队长。。一年半以来一年半以来，，她跑项目落地她跑项目落地、、
找资金修路找资金修路、、搞土地流转搞土地流转、、修文化健身广修文化健身广
场……在她的带领下场……在她的带领下，，于新于新、、齐耿齐耿、、码头码头、、
小安定小安定、、打渔张五个村打渔张五个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新，，村庄更加靓丽村庄更加靓丽，，村民钱包的村民钱包的““里子里子””越越
来越紧来越紧实实。。

面面临新课题临新课题，，““老体育人老体育人””一腔一腔
热血热血冲向乡村振兴一线冲向乡村振兴一线

宋淑宋淑萍是萍是““老体育人老体育人””，，19921992年进入滨年进入滨
州市体校工作州市体校工作，，从一线任课教师到行政服从一线任课教师到行政服
务岗位务岗位，，她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滨州体育事她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滨州体育事
业快速发展的三十年业快速发展的三十年，，用她的话说用她的话说，，从工从工
作到现在一直坚守在体育局大院里作到现在一直坚守在体育局大院里。。在体在体
育的范畴内育的范畴内，，她可以说是行家里手她可以说是行家里手，，经验经验
丰富丰富，，然而要走到乡间地头然而要走到乡间地头，，带领村民脱带领村民脱
贫致富奔小康贫致富奔小康，，搞乡村振兴搞乡村振兴，，对于她来说对于她来说
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起初报名的时候她起初报名的时候她
心里也打鼓心里也打鼓，，不知道能否胜任不知道能否胜任，，但在体育但在体育
的竞技场上历练多年的竞技场上历练多年，，““不服输不服输””早已成为早已成为
她的精神底色她的精神底色，，她相信凭着一颗真心一腔她相信凭着一颗真心一腔
热血热血，，一定能帮乡亲们办成点事一定能帮乡亲们办成点事。。

宋淑萍担任队长的滨州经济技术开宋淑萍担任队长的滨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乡村振兴服务队有四名队员来自市发区乡村振兴服务队有四名队员来自市
直部门直部门，，开发区又配备了六个人开发区又配备了六个人。。十人团十人团
队要在两年的服务期内队要在两年的服务期内，，帮助沙河街道于帮助沙河街道于
新新、、齐耿齐耿、、码头码头、、小安定小安定、、打渔张五个村在打渔张五个村在
产业产业、、人才人才、、文化文化、、生态生态、、组织五大方面实组织五大方面实
现提升现提升。。

一到沙河一到沙河，，宋淑萍和队员们就迅速进宋淑萍和队员们就迅速进
入状态入状态，，他们吃住在队里他们吃住在队里，，每天下村搞调每天下村搞调
研研，，挨家挨户走访挨家挨户走访，，搜集问题整理分类搜集问题整理分类，，先先
从群众最期盼从群众最期盼、、最急需的事情入手最急需的事情入手。。她了她了
解到解到，，由于历史原因由于历史原因，，打渔张村打渔张村““两委两委””长长
期没有固定办公场所期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只是临时租用一处只是临时租用一处
民房民房，，正常党务村务工作开展困难正常党务村务工作开展困难。。村内村内
也没有可以作为文化体育活动的场所也没有可以作为文化体育活动的场所，，村村
民对文化体育活动需求强烈民对文化体育活动需求强烈，，却因场地问却因场地问
题一直得不到解决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于是于是，，宋淑萍组织队宋淑萍组织队
员多方筹措资金员多方筹措资金、、谋划场所谋划场所，，购置了一处购置了一处
闲置民宅院落作为该村办公及文化场所闲置民宅院落作为该村办公及文化场所，，
解决了多年沉积的难题解决了多年沉积的难题。。陆续地陆续地，，齐耿村齐耿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阵地打造完成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阵地打造完成、、于新办于新办
公场所功能得到完善公场所功能得到完善，，塑造了基层党组织塑造了基层党组织
的良好形象的良好形象，，促进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促进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
用用，，为组织振兴奠定了基础为组织振兴奠定了基础，，服务队的各服务队的各
项工作取得初步成项工作取得初步成果果。。

探索建立探索建立““土地流转土地流转++企业招企业招
商商””的产业振兴模式的产业振兴模式，，实现村民和村实现村民和村
集体集体““双增收双增收””

基层党组织的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得到提升领导得到提升，，村民有村民有
了主心骨了主心骨，，下一步要让老百姓的腰包下一步要让老百姓的腰包““鼓鼓
起来起来””。。宋淑萍在市体育局工作分管体育宋淑萍在市体育局工作分管体育
产业产业，，她在局里的支持下她在局里的支持下，，带领服务的几带领服务的几
个村的党员干部外出考察体育产业项目个村的党员干部外出考察体育产业项目，，

其中山东依娜渔具将代加工点落户在齐其中山东依娜渔具将代加工点落户在齐
耿村耿村，，村里的留守老人和妇女在闲暇时间村里的留守老人和妇女在闲暇时间
可以到代加工点可以到代加工点““领活儿领活儿””，，只要按标准用只要按标准用
鱼线绑好鱼钩鱼线绑好鱼钩，，就能计件换工钱就能计件换工钱。。““虽然不虽然不
像想象中那样大幅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像想象中那样大幅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但但
大家不费劲就能挣个大家不费劲就能挣个‘‘馒头钱馒头钱’’，，还是受到还是受到
了村民的欢迎了村民的欢迎。。””宋淑萍说宋淑萍说。。接下来接下来，，服务服务
队又通过招引队又通过招引，，引入舒睡家纺项目落地齐引入舒睡家纺项目落地齐
耿村耿村，，利用废弃村办小学校舍投资利用废弃村办小学校舍投资500500万万
元建成元建成30003000平方米厂房平方米厂房，，为村民创造了为村民创造了
300300多个就业岗位多个就业岗位，，每年带来就业收入超每年带来就业收入超
过过400400万元万元，，同时每年还为村集体带来同时每年还为村集体带来
11..88万元的收入万元的收入。。

产业的发展需要时间慢慢培育产业的发展需要时间慢慢培育，，短时短时
期内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显然还不够期内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显然还不够““解解
渴渴””。。宋淑萍和队员们绞尽脑汁宋淑萍和队员们绞尽脑汁，，尝试盘活尝试盘活
各种资源各种资源。。沙河办事处地处黄河沿岸沙河办事处地处黄河沿岸，，河河
滩上有不少耕地滩上有不少耕地，，这些土地土质肥沃这些土地土质肥沃，，浇浇
灌方便灌方便，，本来应该是村民的本来应该是村民的““聚宝盆聚宝盆””，，然然
而多年来受进城务工潮的影响而多年来受进城务工潮的影响，，留守村里留守村里
的多数是老人和孩子的多数是老人和孩子，，无奈大片良田被种无奈大片良田被种
上了树上了树，，土地的土地的““变现变现””能力大打折扣能力大打折扣。。宋宋
淑萍积极联系淑萍积极联系，，申请政策扶持申请政策扶持，，鼓励大家鼓励大家
搞土地流转搞土地流转，，引来军宝农业种植合作社流引来军宝农业种植合作社流
转转44村土地村土地15001500多亩多亩，，现在的河滩上现在的河滩上，，一一
年多季种植年多季种植，，谷子谷子、、豆子豆子、、玉米玉米、、麦子麦子，，产品产品
有的远销有的远销海外海外，，500500多户村民出让土地换多户村民出让土地换
金钱金钱，，旱涝保收旱涝保收，，平均每户年项目固定收益平均每户年项目固定收益
约约33003300元元。。各村村集体当年一次性得到流各村村集体当年一次性得到流
转补贴约转补贴约1111万元万元，，以后每年增收以后每年增收11万元万元。。

““每年五一和中秋前后两次分红每年五一和中秋前后两次分红，，村村
民直接领现金民直接领现金。。每到这一天每到这一天，，男女老少早男女老少早
早地搬着马扎坐在村委院子里等着早地搬着马扎坐在村委院子里等着，，大家大家
看着自己的土地看着自己的土地‘‘生钱生钱’’，，别提多高兴了别提多高兴了。。””
于建华于建华说说。。

争争取取300300余万元给村里修公余万元给村里修公
路路，，让村民彻底告别出行让村民彻底告别出行““晴天土雨晴天土雨
天泥天泥””

引入引入了企业了企业，，搞起了土地流转搞起了土地流转，，村里村里
有大量的产品需要运出去有大量的产品需要运出去，，一个新的课题一个新的课题
又来了又来了———修路—修路。。码头村至打渔张原路宽码头村至打渔张原路宽
约约44米米，，长约长约33公里公里，，是村民出入必经之是村民出入必经之
路路。。于新村内道路与码张路相连于新村内道路与码张路相连，，宽不足宽不足44
米米，，长约长约11公里公里，，也是附近村通向黄河大坝也是附近村通向黄河大坝
的要道的要道。。两条路均年久失修两条路均年久失修、、坑洼不平坑洼不平，，晴晴
天土雨天泥天土雨天泥，，小汽车迎面相遇都很难错小汽车迎面相遇都很难错
开开，，更不用说货车更不用说货车。。

为了不延误道路建设的黄金时间为了不延误道路建设的黄金时间，，宋宋
淑萍和队员们分工协作淑萍和队员们分工协作，，一次次跑部门争一次次跑部门争
取资金和政策取资金和政策，，最终在市交通运输局和开最终在市交通运输局和开
发区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中心的帮助指导发区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中心的帮助指导
下下，，完成投资完成投资300300余万元余万元，，争取开发区支争取开发区支
持资金持资金250250余万元余万元，，按照按照““四好公路四好公路””标准标准
完成路面的拓宽整修完成路面的拓宽整修，，铺筑沥青路面铺筑沥青路面22..11
万多平方米万多平方米。。此外此外，，还为多个路段安装了还为多个路段安装了
太阳能路灯太阳能路灯，，让村民晚上出行更安全让村民晚上出行更安全。。路路
宽了宽了，，车通了车通了，，老百姓心里敞亮了老百姓心里敞亮了。。““宋队宋队
长作为全市长作为全市1818支乡村振兴服务队唯一的支乡村振兴服务队唯一的
女队长女队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真是巾帼不让须眉，，自从扛下乡自从扛下乡
村振兴这面大旗村振兴这面大旗，，带着我们盯在一线做工带着我们盯在一线做工
作作，，经常见她一头汗一脚泥经常见她一头汗一脚泥，，只要能给村只要能给村
民办了事民办了事，，她什么苦都不怕她什么苦都不怕。。””服务队的年服务队的年
轻队员沙小船说轻队员沙小船说。。

按照预定计划按照预定计划，，今年今年77月月，，宋淑萍将结宋淑萍将结
束她为期两年的服务期束她为期两年的服务期，，她坦言她坦言，，驻村以驻村以
来来，，她和家家户户都成了熟人她和家家户户都成了熟人，，跟大家建跟大家建
立了深厚的感情立了深厚的感情，，说离开肯定会非常不说离开肯定会非常不
舍舍。。““不论将来在什么岗位上不论将来在什么岗位上，，我都将一如我都将一如
既往地支持村里发展既往地支持村里发展，，只要村民需要我只要村民需要我，，

一定竭尽所能一定竭尽所能。。””她说她说。。

高立慧高立慧：：
3636载爱生如子载爱生如子，，
把更多体校毕业把更多体校毕业
生送进大学校门生送进大学校门

体育生高考录取率超过体育生高考录取率超过8080%%？？这并不这并不
是玩笑是玩笑，，滨州市体校十多年来单招高考连滨州市体校十多年来单招高考连
创佳绩创佳绩。。滨州市体校教务科长高立慧坚持滨州市体校教务科长高立慧坚持
一线授课和教学管理两手抓一线授课和教学管理两手抓。。她说她说，，并不并不
是所有的体校学生都能成为高水平运动是所有的体校学生都能成为高水平运动
员被输送到高一级运动队员被输送到高一级运动队，，她要做的就是她要做的就是
为大部分孩子找出路为大部分孩子找出路，，尽最大努力把他们尽最大努力把他们
送进大学校门送进大学校门。。

高立慧是滨州市体校资历最深的教高立慧是滨州市体校资历最深的教
师之一师之一，，自自19861986年年77月走进体校月走进体校，，一直工一直工
作在教育教学第一线作在教育教学第一线。。体校的学生比较特体校的学生比较特
殊殊，，半天训练半天文化课学习半天训练半天文化课学习，，训练时要训练时要
求他们动起来求他们动起来，，课堂上要他们静下来课堂上要他们静下来，，两两
种状态的切换是很难的种状态的切换是很难的。。而且而且，，每个体育每个体育
项目的比赛和外训时间各不相同项目的比赛和外训时间各不相同，，学生经学生经
常会错过课程常会错过课程。。高立慧充分利用课余及节高立慧充分利用课余及节
假日时间假日时间，，为学生补课早已是常态为学生补课早已是常态；；将体将体
育项目融入到教学内容中育项目融入到教学内容中，，把枯燥的知识把枯燥的知识
讲得通俗易懂是技术讲得通俗易懂是技术；；时时关注学生的训时时关注学生的训
练练、、学习学习、、生活生活，，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是境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是境
界界。。最令她欣慰的是曾教过的学生成为各最令她欣慰的是曾教过的学生成为各
行各业的佼佼者行各业的佼佼者，，特别是滨州体育战线上特别是滨州体育战线上
的很多优秀教练员曾师从于她的很多优秀教练员曾师从于她。。亲自授课亲自授课
的三届高考班的本科录取率达八成以上的三届高考班的本科录取率达八成以上。。
最令她自豪的是散打队学生韩晓考入北最令她自豪的是散打队学生韩晓考入北
京体育大学京体育大学，，又到香港深造研究生又到香港深造研究生，，目前目前
是香港教育战线上的一名优秀教育工作是香港教育战线上的一名优秀教育工作
者者，，还是中华武术的传承者还是中华武术的传承者。。

作为教务科长作为教务科长，，高立慧精心培育教师高立慧精心培育教师
团队团队，，规范体育教学规范体育教学，，广泛开展教科研活广泛开展教科研活
动动，，强抓高考强抓高考，，为学生谋出路为学生谋出路，，得到了领得到了领
导导、、社会和学生家长的认可社会和学生家长的认可。。在国家高水在国家高水
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创建中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创建中，，高立慧带领高立慧带领
全体教师积极整理教学材料全体教师积极整理教学材料，，得到了省评得到了省评
估组的高度赞扬估组的高度赞扬，，并将山东省的评估现场并将山东省的评估现场
会设在滨州市体校召开会设在滨州市体校召开。。

默默耕耘三十六载默默耕耘三十六载，，高立慧曾多次受高立慧曾多次受
到表彰到表彰，，多次荣获多次荣获““滨州市优秀教师滨州市优秀教师”“”“双双
十佳师德标兵十佳师德标兵””等荣誉称号等荣誉称号。。她说她说，，我市体我市体
校的文化课教师岗位校的文化课教师岗位9090%%是女教师是女教师，，她只她只
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无论是谁无论是谁，，在这个在这个
岗位上岗位上，，每一个人都是倾情奉献每一个人都是倾情奉献，，大家都大家都
是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着每一个是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着每一个
学生学生，，这才有力地推动了滨州市体校教学这才有力地推动了滨州市体校教学
工作每年都上新台阶工作每年都上新台阶。。

吴波吴波：：
田径赛场田径赛场““吴妈妈吴妈妈””，，
不爱红装爱武装不爱红装爱武装

““我的梦想就是所培养的运动员能够我的梦想就是所培养的运动员能够
参加奥运会参加奥运会，，站到世界最高领奖台上站到世界最高领奖台上，，升升
国旗国旗，，奏国歌……奏国歌……””年近五十岁的吴波年近五十岁的吴波，，执执
教田径项目已有三十个年头教田径项目已有三十个年头。。三十年里三十年里，，
风吹日晒的田径场风吹日晒的田径场，，不分节假日的集训不分节假日的集训，，
是她的工作常态是她的工作常态。。在与她的交流中在与她的交流中，，““中华中华

儿女多奇志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不爱红装爱武装””这一句话这一句话
屡屡在记者脑海中浮现屡屡在记者脑海中浮现。。

““教练员是裁缝教练员是裁缝，，慢慢剪裁才能把运慢慢剪裁才能把运
动员变成动员变成‘‘好衣服好衣服’’，，同时教练员也是孩子同时教练员也是孩子
们的们的‘‘临时父母临时父母’’，，他们在学校的情况他们在学校的情况，，家家
长都会第一时间跟教练联系长都会第一时间跟教练联系。。””吴波说吴波说，，练练
体育的孩子不容易体育的孩子不容易，，碰上集训或备战比赛碰上集训或备战比赛
的特殊时期是过年过节都不能回家的的特殊时期是过年过节都不能回家的，，所所
以每逢特殊节日以每逢特殊节日，，她便会将学生凑在一起她便会将学生凑在一起，，
陪他们一起过节陪他们一起过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佳节倍思亲，，像到像到
了八月十五了八月十五，，孩子们的思乡之情更切孩子们的思乡之情更切，，训练训练
也会有些浮躁也会有些浮躁，，我就给他们发些月饼我就给他们发些月饼，，坐在坐在
一起聚餐聊天一起聚餐聊天，，就就像妈妈陪在身边一样像妈妈陪在身边一样。。””
吴波说吴波说。。

吴波坦言吴波坦言，，““培养出一个小将不容培养出一个小将不容
易易。。””受众多因素的制约受众多因素的制约，，从选苗开始从选苗开始，，就就
要花费不少心血要花费不少心血。。““年龄年龄、、性别性别、、身高身高、、体体
重重、、家长是否支持家长是否支持、、自己能否坚持……自己能否坚持……””这这
都是要考虑的问题都是要考虑的问题。。即便选好了即便选好了，，也常常也常常
会为如何培养小将们而大伤脑筋会为如何培养小将们而大伤脑筋。。三十年三十年
的执教经验让吴波有了一套培养学生的的执教经验让吴波有了一套培养学生的
独到做法独到做法，，她善于分析学生的自身实际情她善于分析学生的自身实际情
况况，，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帮助帮助
学生增加训练动力学生增加训练动力。。

在运动员的成长过程中在运动员的成长过程中，，教练员需要教练员需要
倾注大量心血倾注大量心血。。而数个冉冉升起的体育新而数个冉冉升起的体育新
星星，，是对吴波三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的最是对吴波三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的最
好回报好回报。。20182018年年，，吴朝辉摘得吴朝辉摘得2424届省运会届省运会
30003000米金牌米金牌；；20192019年年，，辛朝阳在全国冠军辛朝阳在全国冠军
赛中夺得竞走银牌赛中夺得竞走银牌，，目前正在省队积极备目前正在省队积极备
战战20212021年全运会年全运会；；自行车运动员宿寒雨自行车运动员宿寒雨，，
目前正在省自行车队备战目前正在省自行车队备战1414届全运会届全运会；；
20212021年年11月月2929日日，，在刚刚结束的全国越在刚刚结束的全国越
野滑雪锦标赛中野滑雪锦标赛中，，吴波的爱徒王烨取得一吴波的爱徒王烨取得一
金两铜的优异成绩金两铜的优异成绩，，实现了山东冰雪项目实现了山东冰雪项目
和滨州冰雪项目在越野滑雪运动上的新和滨州冰雪项目在越野滑雪运动上的新
突破突破，，这是我省历史上这是我省历史上、、也是滨州历史上也是滨州历史上
首枚越野滑雪项目全国大赛金牌首枚越野滑雪项目全国大赛金牌。。

刘娜刘娜：：
““刘导刘导””也是也是““娜姐娜姐””，，
愿作手球领路人愿作手球领路人

20112011年年，，刘娜还是山东省队和国家队刘娜还是山东省队和国家队
的手球运动员的手球运动员，，滨州市体校就滨州市体校就““相中相中””了了
她她，，抛出抛出““橄榄枝橄榄枝””希望她加盟并作为教练希望她加盟并作为教练
员培养后备人才员培养后备人才。。此前此前，，市体校从未开展市体校从未开展
过手球项目过手球项目，，刘娜成了刘娜成了““拓荒人拓荒人””。。

刘娜回忆说刘娜回忆说，，那时的人们那时的人们，，不熟悉手不熟悉手
球项目球项目，，只当它是用手只当它是用手““踢踢””的足球的足球、、射门射门
的篮球的篮球。。不熟悉便自然而然与不信任划上不熟悉便自然而然与不信任划上
了等号了等号，，于是于是，，招生成了刘娜组建手球队招生成了刘娜组建手球队
的第一道难关的第一道难关。。

““当时当时，，各县区开运动会的时候各县区开运动会的时候，，就是就是
我们我们‘‘淘宝淘宝’’的大好时机的大好时机，，看到哪个孩子天看到哪个孩子天
赋好赋好，，就主动上去询问学生的情况就主动上去询问学生的情况，，还要还要
软磨硬泡家长软磨硬泡家长，，有的家长一听手球有的家长一听手球，，立即立即
就撂了电话就撂了电话。。但是为了选好苗子但是为了选好苗子，，只能厚只能厚
着脸皮着脸皮，，一次次地吃闭门羹一次次地吃闭门羹””，，刘娜说刘娜说。。

半年的时间半年的时间，，在体校东边的室外训练在体校东边的室外训练
场上场上，，市体校手球队正式组建成功市体校手球队正式组建成功。。““成立成立
之初之初，，仅有男女甲乙组四支手球队共仅有男女甲乙组四支手球队共2828
名队员名队员，，没有专业的训练场地没有专业的训练场地，，我们就在我们就在
室外或者趁着体育馆没有比赛的时候室外或者趁着体育馆没有比赛的时候，，带带
学生去室内训练学生去室内训练。。””可就是在当时这种财可就是在当时这种财
力力、、物力物力、、人力均不足的艰难情况下人力均不足的艰难情况下，，这支这支
手球队破茧而出手球队破茧而出，，分别在分别在20142014年第年第2323届届

和和20182018年第年第2424届连续两届山东省运动会届连续两届山东省运动会
上上，，刘娜的队员们拼进全省前六强刘娜的队员们拼进全省前六强，，并为并为
滨州代表团获得滨州代表团获得66枚金牌枚金牌。。

如今如今，，手球队有了专用的室内运动手球队有了专用的室内运动
场场，，手球运动员最高扩招至手球运动员最高扩招至9090余人余人，，在队在队
员们眼里员们眼里，，刘娜场上是严肃的刘娜场上是严肃的““刘导刘导””，，场场
外是可爱的外是可爱的““娜姐娜姐””，，在这种张弛有度的氛在这种张弛有度的氛
围中围中，，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少年手球运动员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少年手球运动员
从这里走出从这里走出。。

训练馆内训练馆内，，运球运球、、传球传球、、突破突破，，一位位一位位
手球队员飞跃而起手球队员飞跃而起，，伸长臂膀伸长臂膀，，用力投射用力投射。。

““一场训练下来一场训练下来，，汗能顺着鞋子滴下来汗能顺着鞋子滴下来，，走走
过去一路都是水印子……过去一路都是水印子……””看着学生们挥看着学生们挥
汗如雨地训练汗如雨地训练，，刘娜在一旁既心疼又骄刘娜在一旁既心疼又骄
傲傲，，““当年当年，，我能在手球项目一片空白的情我能在手球项目一片空白的情
况下坚持下来况下坚持下来，，现在现在，，我也要尽全力帮助我也要尽全力帮助
孩子们更好地提高水平孩子们更好地提高水平，，让球队多出好苗让球队多出好苗
子子，，多多拿金牌多多拿金牌。。””

李霞李霞：：
皮划艇牵红线皮划艇牵红线，，
东北姑娘用心书东北姑娘用心书
写滨州爱情故事写滨州爱情故事

在滨州体育圈在滨州体育圈，，有一对年轻教练有一对年轻教练““神神
仙眷侣仙眷侣””很有知名度很有知名度，，他们就是滨州皮划他们就是滨州皮划
艇队的李霞和李涛艇队的李霞和李涛。。李霞李霞，，一个东北姑娘一个东北姑娘，，
与丈夫李涛因皮划艇结缘与丈夫李涛因皮划艇结缘，，也因此将爱也因此将爱
情情、、青春和汗水献给了滨州青春和汗水献给了滨州。。十多年来十多年来，，李李
霞辅佐丈夫开创了滨州皮划艇运动新的霞辅佐丈夫开创了滨州皮划艇运动新的
发展局面发展局面。。

李霞李霞，，生于生于19821982年年，，是专业皮划艇运是专业皮划艇运
动员出身动员出身，，20022002年至年至20072007年年，，她从辽宁丹她从辽宁丹
东老家来到山东省队东老家来到山东省队，，在山东训练生活期在山东训练生活期
间间，，她与队友李涛相识相知相恋她与队友李涛相识相知相恋，，并最终并最终
步入婚姻的殿堂步入婚姻的殿堂。。20082008年年，，李霞随丈夫来李霞随丈夫来
到滨州市体校到滨州市体校，，两人开始了滨州皮划艇运两人开始了滨州皮划艇运
动的动的““创业时代创业时代””。。一开始一开始，，设备的落后和设备的落后和
训练场地的限制让她们的工作困难重重训练场地的限制让她们的工作困难重重，，
两人常年带队在滨城区三河湖的训练基两人常年带队在滨城区三河湖的训练基
地驻训地驻训，，一年内大部分时间都是吃住在队一年内大部分时间都是吃住在队
里里。。20112011年年，，他们的孩子出生不到半年就他们的孩子出生不到半年就
断了奶断了奶，，李李霞毅然回到队里配合丈夫工作霞毅然回到队里配合丈夫工作，，
多年来多年来，，孩子基本都是老人照顾孩子基本都是老人照顾，，用李霞的用李霞的
话说话说，，她照顾了别人的孩子却亏欠了自己她照顾了别人的孩子却亏欠了自己
的孩子的孩子。。然而然而，，她对体育事业的热爱和执她对体育事业的热爱和执
着着，，让她对所有的付出无怨无悔让她对所有的付出无怨无悔。。

第第2222届省运会届省运会，，李霞带领的皮划艇李霞带领的皮划艇
队就有金牌入账队就有金牌入账，，为我市实现为我市实现““保七争六保七争六””
目标作出积极贡献目标作出积极贡献，，因此因此，，她荣立个人三她荣立个人三
等功等功，，被表彰为市优秀教练员被表彰为市优秀教练员。。20112011年年，，我我
市组建赛艇队市组建赛艇队，，她被任命为主教练她被任命为主教练，，带队带队
征战第征战第 2323 届省运会又获得两个亚军届省运会又获得两个亚军。。
20162016年年，，她入选她入选““感动滨州年度人物感动滨州年度人物””。。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奋斗和创新发展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奋斗和创新发展，，
李霞为滨州培养输送了多名优秀运动员李霞为滨州培养输送了多名优秀运动员，，
他们也用源源不断的国际国内大赛上的他们也用源源不断的国际国内大赛上的
优异成绩回报教练优异成绩回报教练。。这其中最值得一提这其中最值得一提
的的，，就是女子赛艇运动员鲁诗雨就是女子赛艇运动员鲁诗雨，，20162016年年，，
鲁诗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战成名鲁诗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战成名，，在世在世
界青年锦标赛女子赛艇四人双桨比赛中界青年锦标赛女子赛艇四人双桨比赛中
摘得金牌摘得金牌，，随后又连续在亚洲赛艇锦标赛随后又连续在亚洲赛艇锦标赛
女子四人双桨女子四人双桨、、全国赛艇青年锦标赛四人全国赛艇青年锦标赛四人
双桨中获得冠军双桨中获得冠军。。目前目前，，鲁诗雨已经确定鲁诗雨已经确定
获得奥运资格获得奥运资格，，她有可能在今年东京的赛她有可能在今年东京的赛
场上实现滨州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场上实现滨州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高立慧宋淑萍 李霞吴波 刘娜

“三八”妇女节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