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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云萍———

小小小小乒乒乓乓球球 玩玩转转大大世世界界

本报记者 高倩倩

天生习惯用右手

硬是练成“左撇子”

春日午后，刚刚从外面赶回
来的乔云萍，手拿文件从车上下
来，短发、运动鞋，成熟干练却又
活力十足。

1968年，乔云萍出生在青岛
一个普通家庭，姐姐乔云丽是一
名乒乓球运动员，在姐姐的感染
下，乔云萍也渐渐爱上了乒乓球
运动。在同龄小朋友嬉笑玩耍的
时候，8岁的乔云萍拿起球拍开
始了运动生涯。“当时也不是专
业训练，就是跟着体育老师一起
练。”乔云萍说，别人放学后都去
玩了，自己还要去练球，有时也
会觉得枯燥无味，但对乒乓球的
热爱让她一直坚持下来。

当时，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中
多是使用右手打法，左手打法运
动员奇缺。教练综合考虑后，决
定让乔云萍改用左手打法，这对
天生习惯用右手的乔云萍来说
无疑是个艰难的挑战。“以前训
练使用的所有习惯都要改过来，
用力、协调性、爆发力等都需要
调整。”乔云萍说，这个在当时看
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经过训练
后，她终于成为一名“左撇子”，
不过，只是在打乒乓球的时候，
平时吃饭、写字、打羽毛球等她
还是习惯用右手。

1983年，15岁的乔云萍入选
山东省乒乓球队，与同批进入省
队的运动员相比，她属于“大龄
运动员”。“我当时体形偏胖，自
身条件不是很好，教练也觉得我
发展前景不大，只是因为当时少
一位左手打法的运动员，才要了
我。”乔云萍说，自己年龄偏大又
来得晚，她每天都刻苦练习，努
力缩小与队友的差距，“别人休
息的时候，我也在练习。”功夫不
负有心人，在省队的四年，乔云
萍成绩直线上升，1987年，她成
了国家队的一员。

国家队里的陪练

不经意获世界冠军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乒乓球
水平达到世界巅峰，国家队里卧
虎藏龙。对当时的乔云萍来说，
国家队是一个神秘又神圣的地
方，自己加入国家队已是万分荣
幸。“国家队就是乒乓球界的最
高学府，能在里面呆一天都是光
荣的。”乔云萍笑着说。

乔云萍如愿进到了自己向
往的“最高学府”，“国家队有很
多世界冠军，在那种环境里会不
自觉地去努力。”乔云萍说，当时
欧洲的乒乓球水平也很高，自己
的左手打法正是对方采用的模
式，“我当时的角色是陪主力队
员训练。”乔云萍把每次和主力
队员陪练的时间都当作机会，

“起点高，进步就会很大。”
在国家队有一句格言“原地

踏步就是退步”，想要脱颖而出，
就必须付出更多努力。一番刻苦
训练后，乔云萍的队内排名不断
上升。

大多数人知道乔云萍是在
1993年哥德堡世乒赛上，她和搭
档刘伟击败各路好手，捧起了波
普杯。“比赛前，我还和自己说，
如果这次不是冠军，我就不练
了。”乔云萍说，设定目标后，自
己反倒对输赢看得很轻了，没有
太大压力的她全场发挥都很好，
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扳回胜局，
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这真

是意料之外的冠军。”
捧回世界冠军奖杯的乔云

萍进到了主力队员的队伍，亚运
会、世锦赛、奥运会等比赛也多
起来。当时的中国女乒队员中，
邓亚萍和乔红星光璀璨，相比之
下，乔云萍似乎显得有些星光黯
淡，可对乔云萍来说，“这都不是
事儿”，好好训练、好好比赛才是
她的当务之急。

奥运会上铩羽而归

专注学业向教练转型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
女乒决赛上，乔云萍和搭档刘伟
对战邓亚萍和乔红，却没能如愿
捧回奥运会冠军奖杯。谈到这
些，乔云萍说虽然有一点遗憾，
但自己很知足。“第一局赢了，第
二局20：13领先没有拿下来，挺
可惜的。毕竟奥运会代表着最高
水平和最高荣誉，机会很难得。”
乔云萍说，但她很快从比赛失利
的状态中调整出来。“我对自己
的要求就是打到最后，守住底
线，不能输给外国人。只要领奖
奏国歌时，是咱们的国歌就行。”
在乔云萍看来，国家荣誉高于一
切，输给队友不丢人。

其实，早在1994年，仍是国
家队一员的乔云萍去了德国，代
表慕尼黑俱乐部打德国联赛，这
一打就是四年。四年里，她经常
回来代表中国队打国际比赛，亚
运会、世乒赛、奥运会都是在德
国的四年期间参加的。这在当
时，直到现在也是独一无二的。
回忆起这段经历，乔云萍话语间
带着感恩，“我基本上是在那边
待半年，回来待半年。有比赛就
回来，没有比赛就在那边。所以
说国家队对我是比较厚爱的，特
别照顾我，我在那边才一直能
打。”

在德国的那段训练和生活，
对乔云萍来说相对安逸、恬静，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调整。“以前
在国内只要打好球就行，训练、
比赛都有人照顾，在国外，吃住
行都要自己搞定。”乔云萍说，那
段经历对自己后来的生活和工
作影响都很大。

1998年，乔云萍退役后到华
东理工大学开始了学习深造，完
成了自己的本科学业，这期间，
她还参加了国家高级教练培训，
开始酝酿从运动员向教练员的
转型。

回乡开始教练生涯

白手起家带出多名冠军

退役后的乔云萍收到了多
支球队伸出的橄榄枝，对山东乒
乓球队情有独钟的她最终选择
了“归队”，原因只有一个，便是
乔云萍说的一句“是山东队培养
了我”。那时的山东省乒乓球处
在低谷期，队员青黄不接，水平
参差不齐。面对这样的形势，乔
云萍开始了白手起家。

“我把以前在国家队的队友
叫回来，我、李丹、王荣利、刘世
强 4个人组成团队，开始带队
伍。”回想起当年白手起家的辛
苦，乔云萍淡然一笑，“当时队里
有4个女队员3个男队员，起步水
平比较低，每天训练时间都在10
个小时左右，技术动作练不到位
就加练。”乔云萍说，为了节省吃
饭时间，中午就简单地吃个包子
喝点水。

集训、比赛、训练，那段时
间，乔云萍的日程表里满满的都
是工作。辛勤的付出没有白白辜
负，山东队的成绩一路攀升，从

最初的7名队员发展到后来的几
十个人，梯队建设也日渐完善。

2003年，乔云萍当选为山东
省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业
务、行政齐头并进，她更忙了，可
她从不说累，于她而言，这不是
一份工作，而是一份事业。

十几年时间里，山东队为国
家队输送了4名世界冠军，还培
养 了 两 个 奥 运 会 大 满 贯 队
员——— 张继科、李晓霞。如此骄
人的成绩，是乔云萍和团队“拼
出来的”。“我回山东指教得到了
各级领导的支持和援助，很感谢
大家对我的肯定与支持。”乔云
萍说，一些企业也给予了她很多
帮助，目前山东有两支乒超联赛
队伍，分别是山东鲁能和山东魏
桥创业，两支队伍的成绩都蒸蒸
日上，这也让她很欣慰。

2014年4月，在青岛的山东
省羽毛球队也被收归到山东省
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乒管中心
成为乒羽管理中心，乔云萍肩上
的担子也更重了，“好不容易看
到乒乓球这边的队伍稳定了，羽
毛球回来后又是一个新的挑
战。”现在的乔云萍把更多精力
放在羽毛球运动这边，一有空就
和教练员沟通，闲暇时间也经常
打羽毛球。“赛制、规则都要研究
透，做好一项运动，必须自己研
究透彻。”乔云萍说。

从8岁练习乒乓球开始，乔
云萍就和这个小球结下了不解
之缘，如今，她的生活和工作还
是围着乒乓球、羽毛球转。一直
在路上的乔云萍说，回想自己的
运动生涯、看着学生们骄人的成
绩，她觉得，一切都值了。

8岁，她在姐姐的熏陶下与乒乓球结缘，为打出成绩，硬是把自己练成“左撇子”；15岁，身体条件并不被看好的她
入选省队，自知基础差，她每天刻苦练习；四年后，她走进了乒乓球“最高学府”——— 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从最初的的陪
练到主力队员，付出的心血只有她自己知道。

世界赛场上，她曾骄傲地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也曾失落地错失奥运冠军；退役转型后，她带领山东乒乓球队再创
一个个辉煌，看着学生们站上最高领奖台，她说，所有的付出都值了！她是乔云萍，山东省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对乔云萍来说，当好教
练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
事业。训练认真、工作严谨，
刚开始转型时，乔云萍自认
为是一名非常严厉的教练。

“当运动员时，只管训练、比
赛就行，可教练员是一个管
理者的角色，队员们年龄都
小，吃喝住行、感冒生病等都
要照顾到。”乔云萍说，现在
想想，刚刚转型当教练时的
自己有点过于严厉了，“因为
年龄小，队员们心理、技术方
面达不到要求是可以理解
的，我当时就着急啊，怎么就
做不到呢？”

现在的乔云萍对工作、
对队员都会更平和一些。“刚
开始光有热情，看着队员们
的水平上不来，心里着急。”
乔云萍说，“我给队员们上的
第一节课就是，让学员们超
过我。”

如今，乔云萍带领的山
东乒乓球队成绩在全国名列
前茅，带出的学员在自己的
岗位上都做得有声有色，“逢
年过节，他们都会打电话、发
短信问候，我们也经常聚，看
到他们，觉得自己曾经的付
出和努力都是值得的。”说到
学生，乔云萍满满的都是欣
慰和骄傲。

相关链接

严师

有颗慈母心

为了搞好竞技体育，乔
云萍不忘对外取经，经常会
邀请国家队的知名教练前来
授课，或带队伍到外省交流
学习，也会带着队员们到国
家队集中学习。在做好竞技
体育的同时，乔云萍也非常
重视群众体育。目前，山东省
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在青
岛、济南、淄博、东营四个地
方设置了乒乓球后备人才基
地，可以为省队输送人才。

“想做好竞技体育，必须
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从业多
年来，乔云萍一直没放松抓
群众体育，依托山东省乒乓
球运动协会，每年都会搞多
次活动，涉及省直机关单位、
中小学校、社区等多个人群。
每年暑假都会搞中小学生乒
乓球联赛，省直机关乒乓球
比赛已经举办到第六届，“乒
协杯”乒乓球比赛也已举办
了十四届，每年参加的人数
都不断增多。

小小的乒乓球有无限魅
力，对场所、时间都没有很高
的要求，乔云萍也把更多的
精力投入群众体育和学校体
育中，“发挥好乒乓球的作
用，让人们强身健体，也能增
进交流。”乔云萍说，近年来，
每年都会接待其他国家来访
的队伍，建立联系，增进交
流。

做好竞技体育

普及群众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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