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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镜头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江西大旅社
旧址显得庄严宁静。92年前，八一起义
总指挥部曾经在这里向起义部队发出号
令，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
一枪。今天，这里再一次见证了又一个
历史时刻的到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的圣火在这里采集。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纪念馆时，8
名礼兵铿锵的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宁
静。随后，9名护旗手分别护卫着国旗、
军旗、国际军体理事会会旗，健步从“一
代英豪”群雕前走过，步入了军运会圣火
采集的现场。
“一代英豪”群雕塑造了八一起义五

位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
伯承。当年，他们指挥打响了南昌城头
的枪声，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
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新纪元。“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他
们共同的初心。

今天，国旗、军旗、会旗依次从他们眼
前走过。这三面旗帜，是三个历史坐标。
1927年 8月 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
日；1949年 10月 1日，象征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
1978年的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成
为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的成员，开始在国
际军事体育的竞技舞台上，展示我军威武
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崭新风采。
每一个历史节点，都记录着我军从小到
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和历史担当。

7 时许，圣火采集仪式正式开始。
圣火采集使者方铭璐，在 3名女兵的护
卫下，稳步入圣火采集仪式现场。

方铭璐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方志敏烈士的曾孙女。这位端庄美丽的
女孩，出生在南昌，是北京大学在读研究
生。从咿呀学语开始，曾祖父方志敏的
故事就一直陪伴着她成长。今天，当她
步入圣火采集仪式现场时，方志敏在《可
爱的中国》所期待的“到处都是活跃的创

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就
展现在她的身边。

方铭璐来到“八一南昌起义”雕塑
前，停下了脚步。她凝视着眼前的前辈：
一名指挥员挥舞着手枪，呐喊着冲锋着；
一名战士挥舞着战旗，呼唤着身后的战
友；一名战士拿着马灯，照亮着前进的道
路……一支手枪、一面旗帜、一盏马灯，
诠释着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宗旨、本色
和初心，也让走进新时代的年轻人，掂量
出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使命。

在江西大旅社旧址前，方铭璐缓缓
走近采火盆。在阳光的照射下，她手中
的火炬被点燃了，发出夺目的烈焰。当

年的那盏马灯，照亮了中国人民谋解放
的道路。今天的军运火炬，照亮了中国
军人“共享友谊、同筑和平”的文明之旅。

方铭璐在 2 名武警圣火护卫陪同
下，手持刚刚采集到的火种，向着太阳升
起的地方走去。昨天的星火，点亮了今
天的征程，今天的圣火，寄托着和平的期
待。象征着和平的圣火，将从南昌出发，
传向城市乡村，传向座座军营，向世界传
递中国军人“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
的热切期盼。

（本报南昌8月1日电）

上图：圣火采集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范江怀摄

点燃和平圣火 传递不变初心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火种采集现场见闻

■本报记者 范江怀

2019年 8月 1日，南昌八一起义

纪念馆。晨曦中，第七届世界军人运

动会火种在这里成功采集，并由此开

启火炬传递活动。

采集火种、传递火炬是大型运动

会的前奏，承载着人们共同的信念、价

值和理想。在这种情境下，火炬已经

成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意象和符

号。它既与体育运动紧密相连，又拓

展了体育运动的范畴与效益，传递了

友谊和和平的期待和讯息。

今天，当我们站在军旗升起的地

方，凝望那燃烧的烈焰，思绪总忍不住

顺着那熟悉的建筑、街道，飘向历史的

远方。“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

关”。回想从南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

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民军队栉风

沐雨、披荆斩棘一路走来，留下了多少

英雄前赴后继、用青春与生命写就的

岁月华章。他们或许只给后人们留下

依稀的背影，但他们从未走远。因为

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那经由

血与火淬炼的崇高信仰和革命精神，

都永远定格在我们的精神家园。眼前

这燃烧的烈焰，仿佛是无数革命先烈

燃旺的生命之火、精神之火，散发出理

想之光、信仰之光。它是如此灿烂夺

目，如此生机勃发，如此壮怀激烈。

理想之光、信仰之光照亮历史，也

映照出一支军队的初心。“一切向前

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

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

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92年

来，世间已是沧桑巨变。然而，跌宕起

伏的历史脉络让人们看得更加清晰，

人民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始终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

始终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始终

不曾忘记肩上的使命与担当。这种本

色与情怀，历经血火洗礼和各种艰难

复杂考验而从未改变；这种牢记和坚

守，让一代代革命军人内心更加笃定

明澈，源源不断地激起战胜强敌、勇往

直前的力量。一如眼前燃烧的烈焰，

它是那样真诚，那样炽热，那样富有战

斗激情。它沿着人民军队的血脉，从

军史的那一头，传递到这一头。

即将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

动会，是继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

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备受世人

瞩目。这是军事体育竞技的舞台，也

是促进和平与友谊的平台。党的十

八大以来，人民军队紧紧围绕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经过整体性、革命

性变革，体制和结构焕然一新，发展

格局焕然一新，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正阔步走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

今天，象征着“和平、发展、友谊”的

“和平荣光”火炬在传递，“共享友谊、

同筑和平”的主题也在不断升华。再

过两个多月，当和平鸽纷飞、军乐奏

响、礼花绽放，世界各国军人运动员

以和平的名义相约武汉，人民子弟兵

必将充分展示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

良好形象，为促进各国军队的交流和

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南昌八一广场上的纪念碑顶端，

军旗巍然挺立。金色的“八一”二字，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火炬传递需要

接力，伟大事业更需要一代一代人的

接力奋斗。强军路上，我们每个人都

是一名火炬手。当我们在心中都擎

起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我们就能感

受到峥嵘岁月与伟大事业赋予我们

的生命力量，就能感受到崇高信仰在

我们灵魂深处激起的回响，像无数革

命先烈那样敢于直面挑战、无惧牺

牲，在强军兴军的广阔天地里创造辉

煌、实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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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2周年之时，英雄城南昌见证了又一个
历史时刻——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圣火点燃，火炬在这里传递。
“和平荣光”火炬上的军运圣火欢

快地跳跃着，庄严的八一广场在阳光的
照耀下散发着神圣的气息。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前，旗帜飘
扬。广场上，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代表
满怀兴奋、喜悦，等待着，期盼着。

上午 8时，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声中，火炬传递在南昌八一广场
正式启动。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执
行委员会主任杨剑点燃圣火盆，2019只
和平鸽展翅飞翔，传递着和平的讯息。

在这里，红色基因深深根植于这片
热土，每一个人，都充盈着向历史致敬
的热情；每一条街，都书写着对铁血军
魂的追忆。

为充分展示南昌历史文化特色，南
昌站火炬传递活动的口号定为“英雄
城 第一棒”。传承英雄精神、展现英雄
本色、打造英雄品牌，是南昌火炬传递
的主题。作为采集火种和火炬传递首
站，南昌把开展火种采集和火炬传递工
作融入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并以多种形式展现地域文化特
色、自然风光、发展新貌。

国际军体秘书长曼比·科伊塔点燃
第一支火炬后，交给了江西省委书记刘
奇。刘奇向全场展示火炬后，交给第一
名火炬手彭勃。

在现场感受到南昌人民的热情后，
曼比·科伊塔十分激动地表达了对武汉
军运会的期待，“火炬象征着一种精神
传承。组织军运会火炬传递就是为了
广泛传播国际军体‘体育传友谊’的理
念和宗旨，宣传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主张，表达中国军队一贯追求
和平、捍卫和平的坚定信念。”

彭勃，来自原八一跳水队的著名江
西籍运动员，曾获得过 2004年雅典奥运
会男子 3米板冠军。在父老乡亲面前，
作为第一棒火炬手，传递军运会的火炬
让他十分激动：“我曾三次参加世界军
人运动会，今天能够在家门口作为第一
棒火炬手参加传递，心情十分激动。我
希望通过火炬传递让更多的人来关注

军运会，支持军运会。”
火炬传递南昌站的活动全程约

1000 米，共传递 20 棒火炬。火炬传递
中，所有火炬手精神饱满、步伐矫健，沿
线群众挥舞着国旗和会旗为火炬手呐
喊助阵，更有舞龙舞狮、红歌联唱等多
种形式的文艺表演，展示着南昌儿女的
热情。

在这 20名火炬手中，包括获联合国
和平勋章的维和医疗队队员肖群；植根
于军旅文化沃土的南昌市八一中学校
长卢锡宏、致力于守护和宣传南昌舰的
杨双峰、以“弘扬井冈精神、当好红军传
人”为己任的井冈山市人武部代表等。
著名篮球运动员、“八一南昌”男篮主教
练王治郅作为第 20棒火炬手，手持火炬
跑上主席台，点燃圣火盆。瞬间，现场
观众高声加油呐喊，见证这一激动人心
的时刻。
“很荣幸也很高兴作为军运会的火

炬手，在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也是我

们八一篮球队的主场，传递军运会的火
炬。本届军运会我将带队参赛，希望年
轻的小伙子们能够在赛场上发扬不怕
艰难、不畏强手、英勇顽强、敢打必胜的
战斗精神，力争取得好成绩来回报大家
的支持和关爱。”王治郅曾参加过 1995
年首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获得了第四
名，他希望队员们能够在武汉取得新的
突破。

英雄城南昌牵手八一队，擦亮城市
名片。2018 年 10 月，中央军委训练管
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与南昌市人民
政府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建，中国人民解
放军 29支运动队身披“八一南昌”战袍
征战国内外赛场。

近年来，南昌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从南昌输送到八一队的健儿们也屡屡
在国际大赛上摘金夺银，与八一队的深
度合作，将进一步提升“英雄城”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推动城市转型升级。

共享友谊、同筑和平。火炬传递，

不仅是军运会重要的宣传推广活动，也
是彰显强国强军伟大成就、宣示和平发
展理念主张、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
重要载体。军运会火炬传递的意义，早
已超越了体育、赛事本身的范畴，表达
着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友谊、
梦想的理念。

今天，军运圣火耀南昌，全球共瞩
目。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是手擎
“和平荣光”火炬的火炬手，还是驻足喝
彩的观众，每一个人都会是“共享友
谊、同筑和平”的参与者、分享者，都将
会收获军运圣火带来的喜悦和荣光。

我们期待着，军运圣火走向她辉煌
的目的地——武汉。2018 年 10 月 18
日，是圣火在全世界的瞩目中盛大绽放
的日子，也将会是全世界军人共同的节
日。

（本报南昌8月1日电）

上图：第七届军人运动会火炬传递

南昌站活动现场。 新华社发

英雄城 第一棒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仇建辉 宋子洵

E-mail:jbtycool@163.com

从 10连胜到 3连败，从领先 8分到
落后 4分，从半程冠军到与上港并列第
二。短短一周时间里，北京国安队连续
遭遇联赛和足协杯的三场失利，将球队
此前的大好势头断送殆尽。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中赫国安俱乐
部做出换帅决定，德国人施密特不再担
任球队主教练，前法国里昂队主教练布
鲁诺·热内西奥接手球队帅印，带领国
安队征战后10轮的中超联赛。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0年前，时
任北京国安队主教练李章洙在联赛还
有 7轮的时候下课，老帅洪元硕“火线”
带队，那一年，北京国安最终获得了球
队历史上第一个职业联赛冠军。10年
之后，当国安又一次向联赛冠军发起冲
击的时候，俱乐部又一次决定换帅。

比埃拉的受伤，成为了北京国安队
本赛季成绩滑坡的转折点，同样也是
“压死”施密特的最后一根稻草。比埃
拉在本赛季首发 17次，打入 8球，并且
贡献了 6次助攻，在球队的攻守两端都
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联赛第 18轮
对阵北京人和的比赛中，他在拼抢中肋
骨骨折，在比埃拉下场后，国安队的进
攻明显受到了影响，最终凭借奥古斯托
在第 80分钟的点球才小胜主动轮换阵
容的人和队。

在此后的三场比赛，缺少了前场发
动机，再加上另一名核心球员张稀哲同
样因伤连续三场缺阵，球队的中前场串
联亦打了折扣，国安进攻的创造力不
再。更糟糕的是，奥古斯托在失去比埃
拉的支持后，同样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
攻，输球也在所难免。

成绩滑坡令外界将矛头直指主教
练施密特，当时他在勒沃库森执教时出
现的问题如今一样体现在了国安队身
上：一套阵容打天下、定位球得分率过
低、“攻势足球”的打法虽然好看，但容
易被对手抓住后防空当打反击……不
可否认，当一支球队的目标是争冠时，

这些短板就成了致命伤。
换帅，国安队希望能够重燃夺冠

希望。在担任里昂主帅期间，热内西
奥曾先后率队获得法甲联赛 1个亚军、
2 个第 3 名和 1 个第 4 名。2018 年底，
英国足球媒体对他的评价是，“在过去
12 个月内，他将里昂打造成了整个欧
洲比赛观赏性最强的球队之一。”正是
因为在里昂队出色的执教成绩，热内
西奥获得了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的青
睐。

从执教理念上看，新帅热内西奥与
施密特有相通的地方，同样强调进攻和
控球。同时，他在里昂队的执教经历也
证明了自己会根据场上形势，及时对球
队阵型做出调整，这或许是国安选择热
内西奥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善于挖掘年轻球员的潜
力也是热内西奥的一大特点。在里昂
时期，他率队在欧冠赛场和法甲联赛中
对阵强队时不落下风。上赛季欧冠小
组赛中，面对瓜迪奥拉带领的曼城队，
里昂队 1胜 1平保持不败，让瓜帅也非
常钦佩；在法甲赛场上，对巴黎圣日耳
曼队、马赛队和摩纳哥队这些传统强队

时，里昂队也丝毫不落下风。
在阵容方面，因为比埃拉的受伤，

国安队不得不在最后一刻被迫更换了
外援。巴西人费尔南多加盟，为球队中
场提供更多的选择。1992年出生的费
尔南多正值职业生涯的巅峰期，他技术
全面、活动范围大，可以出任中前卫和
后腰，拥有优秀的视野和传球能力。此
外，费尔南多也拥有定位球得分和助攻
能力。

不同于 10 年前的换帅，老帅洪元
硕是国安俱乐部的功勋教练，对球队的
情况一清二楚，此次热内西奥面对的情
况更加复杂，他与球队几乎没有磨合
期，无论是本周末对阵河北华夏幸福的
比赛，还是 8月 11日与广州恒大队的争
冠正面对话，留给主教练热内西奥和新
援费尔南多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新帅的执教理念如何能够尽快灌
输给球队，新援如何才能尽快融入球
队，正是球队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上图：在中超第20轮的比赛中，北

京国安输给河南建业，遭遇各条战线三

连败。 新华社发

北京国安俱乐部宣布热内西奥接任主教练，新援费尔南多加盟—

能 否 重 燃 夺 冠 希 望
■秋 锦 本报记者 马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