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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赢了。凭借主将樊振东的出
色发挥，中国队以 3比 1击败朝鲜队，赢
得了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乒乓球男子
团体金牌，这也是军运会设立乒乓球项
目后产生的首枚金牌。

转身，面向观众，立正、敬礼……
获胜后，樊振东第一时间向现场来支

持他们的战友和观众表示了感谢。这也
成为他每次代表八一队赢得胜利的标配。
“很开心今天能够获得冠军，这是团

队共同努力的结果。”走出赛场，樊振东
说，“其实胜利十分来之不易，今天在场

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遇到了一些困
难。但是，大家在赛前也把这些可能出
现的困难都估计到了，所以在遇到困难
的时候也没有慌，体现了我们军人的顽
强作风和战斗力。”

虽然经历过奥运会、世界杯的考验，
但参加军运会对于樊振东来说，是头一
次，当然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能
够与全世界的军人运动员在竞技场交
流、比拼，我感到非常光荣，但也有点小
紧张。”樊振东坦言。

虽然在小组赛已经击败过对手，但
再次面对朝鲜队，八一乒乓球队的几位
小伙子依然遇到了强大的挑战。

在小组赛阶段第一次对阵朝鲜队
时，面对 20岁的小将韩宇宋，樊振东在
连输两局的情况下艰难实现逆转。今天

的男团决赛，正手搏杀非常凶狠的韩宇
宋再次给樊振东制造了不小的麻烦。首
局，对手状态出色，以 11比 9先下一城。
第二局，樊振东以 8比 10落后，让现场观
众都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好在大赛经
验丰富的樊振东迅速调整状态，利用发
球抢攻、正手强攻连赢 4分，将双方拉回
了同一起跑线。最终，他以 3比 1战胜韩
宇宋，为八一队赢得先机。

随后，周雨以 3比 1战胜安吉宋，帮
助八一队扩大领先优势。第三位出场
的小将周恺虽拼尽全力，还是以 2比 3
不敌朝鲜选手罗贤成，双方大比分被改
写为 2比 1。

压力，再一次来到樊振东身上。
关键的第四场，樊振东对决安吉

宋。开场后，两人打得十分胶着，比分多
次战平，10平之后樊振东拿到关键 2分，
以 12比 10拿下首局。越打越顺的樊振
东此后再也没给对手机会，以 3比 0完胜

对手，锁定金牌。
在武汉军运会之前，樊振东刚刚在国

际乒联德国公开赛上以 4比 1战胜了许
昕，结束了自己长达 343 天的单打冠军
荒。带着德国公开赛的冠军来到武汉，给
了樊振东在比赛中更多的自信。当然，这
段时间战绩不佳，也让樊振东有了更多的
反思，在比赛中也更加沉着和冷静。正如
樊振东自己所说，曾经状态低迷的日子，
造就了如今这个成熟自信的他。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头来。对于樊振
东来说，在未来几天里还有男单、男双、混
双的比赛等着他，仍然需要全力以赴。

军运赛场傲视群雄，是目标，但不是
终点。2020年东京奥运会，或许才是樊
振东的终极梦想。

（本报武汉10月21日电）

图片说明：中国队球员樊振东、周

雨、周恺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柳 军摄

■本报记者 马 晶

3比 1击败朝鲜队，中国代表团首夺军运会乒乓球男团冠军—

所谓的“×××之问”，往往是某

种深刻的思索，一道需要解答的难

题。在军体群英纵横的赛场上，我想

到了千年之前的“戚继光之问”。

在中国古典战争的叙事作品中，

作战模式非常程式化：两军对阵，各遣

一将捉对厮杀，待一方被“挑落马下”，

另一方“掩杀过去”，战事便已决胜负。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身经

百战的名将戚继光清醒的知道，战场

上发生的一切决不是舞台上锦衣花脸

的表演。于是，他在练兵日记里提出

了此番疑问：将帅一己之“武艺”，能取

代马步兵阵、戎卒弓手的战力吗？

史学家默里也从另一个角度提出

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古希腊盛行一种

“重装步兵战术”，参战者以头盔、铠

甲、长矛、短剑全副武装，但皆需自费，

所以只能是有钱又有闲的贵族才能加

入战队。虽然有一些作战手段（如投

标枪、掷铁饼）相当了得，但由于把平

民百姓拒之门外，很快就式微了。

默里据此设问：如果不是转化为大

众的体育项目，贵族之技何来生命力？

不论是戚继光之问还是默里之问，

其实都是提出这样一个思考题：只有众

多普通士兵热情澎湃地投身其中，只有

融入军旅日复一日的训练管理，高超的

武艺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屠龙之技。

而本届盛会，来自我军基层部队

的官兵用“千人共由，万人共履”的投

入和参与，完满地破解了前人之问。

军运会开幕式上那些惊艳世人的

表演和场景，我军选手在最高级别的

体育赛事上连连夺金、屡创的“首次”、

屡破的纪录，无不令观众逸兴遄飞、鼓

掌呐喊。然而，荣耀的创造离不开一

个个普通的士兵——

陆军某舟桥旅许多官兵承担起节

目的表演、保障任务。无论台前幕后，

这些平凡的士兵只要拥有了舞台，就

能够倾心展示出一个满堂彩。

军事五项比赛在陆军工程大学军

械士官学校进行。他们除了做好各项保

障工作外，还借此东风将军事五项列为

学校体育训练的重头戏，用46个项目的

加强版军事五项“向军运会致敬”……

我们看到，创造最好的军运会纪

录不仅是为了纪录，赛场上奉献的精

彩无不扎根于军营热土的精彩。

体能是军人三大能力之一。1952

年，“开展广泛的群众性体育活动，锻炼

指战员的体质”就成为我军训练工作的

主要任务之一；同年，虽然抗美援朝战

争还在继续，国民经济尚未全面复苏，

中央军委就作出了重要决定——举办

首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

数十年间，我军官兵以现代化的

体能训练方法、手段和指标，使竞技体

育成为军营最为普及、最受欢迎、最贴

近官兵训练生活的运动。因此，军运

会赛场上，“中国军团”猛将如云、高手

列阵也就不奇怪了。有这样一个小插

曲可为佐证：在所有的比赛中我军选

手唯一没参加的是高尔夫，因为在我

们的军营里不开展这个项目。

1913年，年轻的毛泽东在自己学生

时代的学习笔记《讲堂录》中写道：“夫兵

者，国之卫也，非强悍有力者不胜其

任。”百余年过去了，当我们今天在军运

会赛场上升国旗、唱国歌、敬军礼时，伟

人的青春蓬勃之语依然撞击在心头……

从“戚继光之问”说起
■郑蜀炎

初见沈灵嵩，便让人印象深刻——
穿着志愿者白绿相间的服装，戴着

一副黑框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胸前挂
的纪念章在微风中叮当作响……

颜色各异、形状不同的纪念章，一下
子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每一个纪念章的背后都有一个故

事。”言语间，沈灵嵩颇有些得意。
“看这个。”
沈灵嵩从自己胸前戴着

的证件套里掏出一枚纪念币，
正面印着国防部的标志，背面
是国际军体的标志，他说这可
是他和巴西队员友谊的象征。

从他们刚刚抵达军运村
时，沈灵嵩和巴西队队员的
渊源就开始了。那天已经是
凌晨两点，过安检时，因行李
中有训练需要用到的自行车
等大型器材被拦在了门外，
让这群身处异国他乡的运动
员们非常着急。见状，沈灵
嵩立刻上前帮助他们沟通协调，并提供
饮用水，引导他们前往休息区休息，最终
帮助他们把问题圆满解决。

在随后的时间里，沈灵嵩又为巴西
队队员解决了行李丢失、证件补办、交通
出行等困难。军运会开幕式当天，巴西
队副团长桑特斯专程来到服务台，把一
枚纪念币郑重地交到沈灵嵩的手中：“愿
巴西运动员和中国志愿者友谊长存，愿
巴西和中国友谊长存！”

贴心的志愿者服务是本届武汉军运
会的亮点之一。据介绍，仅军运村板块
最初报名参加志愿者的人数就多达 8万
人，“大家的积极性很高，都想在外国友
人面前展现中国人民的友好与热情。”
“嗨，沈！”说话间，只见一位路过的

巴西运动员向沈灵嵩打着招呼。
“这是一位喀麦隆的田径教练送给我

的。”沈灵嵩打开手机相册，指着一张照

片，上面是一件绿色的 19号训练服。一
天教练萨洛蒙深夜来到服务台，急需打印
有关竞赛和训练的文件。当时夜班只有
沈灵嵩一个人，在经过简单的英语和手势
沟通之后，帮助其打印了文件。过了几
天，萨洛蒙专程来到服务台表示感谢。

吃饭、住宿，甚至是运动员逛商场，志

愿者们都会帮助他们把路上可能遇到的困
难想在前面。“我曾经给一位希腊的运动员
手绘了一张内容极其详细的地图。”沈灵嵩
说，这是每一名志愿者都会去做的事情。

竞技场上魅力无限，而赛场之外也
有很多令人动容的瞬间：与外国运动员
交换纪念章、为外国运动员提供帮助。
一张张合影、一件件小礼品、一枚枚纪念
章，正是他们与各国运动员深厚友谊的
证明，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深厚友谊的
缩影。 （本报武汉10月21日电）

图片说明：军运村里的风景。

张曙光摄

探访军运村—

纪念章里的友谊
■本报记者 宋子洵

86.265 分！肖若腾成功夺得军运
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冠军！

这是本届军运会上体操项目的首
金，也是军运会历史上体操项目的首
金，因为体操项目刚刚进入军运会。

之前的体操世锦赛，肖若腾留下了
遗憾，无缘奖牌。此番在军运会的赛
场，肖若腾不想再给对手任何机会。

21 日晚，中国八一体操队闪亮登
场，依次在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
双杠、单杠6个单项上展开比拼。

目标，夺冠！今天的肖若腾，人如其
名，在空中的每一个动作都翩翩欲飞，落
地也稳如泰山，引得现场观众连连喝彩，
不时报以热烈掌声。最终，肖若腾、邓书

弟包揽男子个人全能项目的冠亚军。
此时此刻，场馆上方一条精心设计

的美丽环形灯带，正反复滚动播放“创
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的本届军运会
口号，令人倍感和平友谊之美好可贵。

场内，力与美的较量；场外，友与情
的沟通。

体操比赛，共有印度、巴西、亚美尼
亚、朝鲜、越南和中国的27名运动员参赛。

体育传友谊，军运筑和平。
就在昨天，印度队主教练向竞委会

副主任郑李辉反映，该队有名队员的信
息在报名登记过程中有些疏漏。郑李辉
马上安排人员解决，对方连竖大拇指。

无独有偶。亚美尼亚队随队翻译

不会讲英语，只会讲俄语。体操竞赛委
员会紧急从大专院校找来一名懂俄语
的志愿者当翻译，既解了燃眉之急，也
增进了彼此了解。

还有位名叫王丹的志愿者，既精通
英语，又懂得朝鲜语，在热身场馆担任翻
译。天天奔波在朝鲜队和其他几个国家
队之间，王丹没几天就成了他们的朋友。
“共享友谊，同筑和平。”肖若腾表示，

体操赛事是军运会倡导和平、加深友谊的
窗口之一。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把“一家
人”的理念传递到每名运动员的心里。

（本报武汉10月21日电）

左图：肖若腾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张 雷摄

“ 腾 ”飞 向 和 平
■本报记者 杨清刚 通讯员 李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