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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乔木”，是先秦时生活于长

江边的百姓传诵的一首民歌的开头之

句。既以此为题，必以爱为述。只不

过“江之广矣”，这般情与爱，属于一次

盛会、一个城市以至一个国家。

按照植物学的定义，乔木指树身

高大的树。地处南方的武汉市的“市

树”水杉，是“世界珍稀植物家谱”中

一种古老的乔木。这种树不仅有着枝

叶扶疏、秀丽优雅的姿态，更有耐热、

对生长环境适应强等特点。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

齐。”春夏已逝，满树浓绿的水杉依然

给江城带来一种诗意之美。当然，这

种美源于树，却灿于人。

当武汉军运会与世界开启了“一年

之约”后，水杉，这一谦抑朴拙的乔木就

被选定为军运会志愿者的标志，而“小

水杉”，则作为官方命名的志愿者昵称，

一时间成为军运会期间的流行词。

“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的

总和。”这是马克思的话：毫无疑问，民

间志愿者所展示出来的品质，是体现这

一关系总和的重要指标和尺度。

法国女哲学家西蒙娜说过一段意

蕴盎然的话：“人的生命平凡而短暂，

而人拥有的最大特权是：我们有可能

去爱。”让我们从下面这些看似枯燥的

数字中，去感悟、体会这种爱吧——

武汉是一个有着上千万人口的大

城市，令人称奇的是，这里的注册志愿

者高达138万人（有个家庭一家三代有

28个志愿者）；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绝

非挂虚名、顶空衔者。朝闻征召令，夕

集水杉树。至军运会开幕，已有23万

志愿者服务、奔波在比赛场馆、交通引

导、语言服务等50多个类型的岗位上。

新时期的志愿者有着全新的风

采。本届军运会的志愿者，以在校大

学生（部队军事院校亦在其中）、大型

企业、国际留学生等群体为主。无论

是包括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韩乔生在

内的名家精英，还是“吉庆大妈”、“江

岸小哥”……都必须先通过线上线下

12门通用课程培训，各自的专业还有

专项教程……

之所以如此细细地讲述志愿者，

是因为采访中许多志愿者的记忆让我

泪流满面——2008年抗击雨雪冰冻

灾害时，陌生路人招手即停、免费运送

的私家车上的“黄丝带”；汶川抗震中

与救灾部队一起在废墟上以命相搏的

数万志愿者；此时此刻此地，犹难忘却

的是1998年，随同数十万抗洪大军一

道决战长江，并肩战斗创造出伟大抗

洪精神的长江两岸、厚土沃壤间那些

平民人家、街巷百姓……

“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

可无。”顾炎武所言极是。面临灾难，

中国人民锻造、聚集起来的中国志愿

者精神，光前裕后，叠韵赓唱到今天，

又再度以“聚志愿之力，铸军运辉煌”

为行动口号，向世界讲述、传诵着中国

美好而辉煌的故事。

或许“小水杉”们的那抹绿茵、那

般温润，总是隐没于一个个高光时刻、

精彩瞬间背后，但正是由他们铺展的

文明底蕴，呈现的精神亮色，赛场上那

一块块奖牌才如此流光溢彩。

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

光辉之谓大”。被冠名为“小水杉”的

志愿者，可谓美，更可谓大。

南有乔木
■郑蜀炎

“手术非常顺利！”22 日下午，中部
战区总医院传来消息，在军运会比赛中
意外受伤的俄罗斯军事五项运动员阿列
克谢·斯维奇尼科夫，已成功手术。

在 20日进行的比赛中，阿列克谢在
通过独木桥时意外跌落，导致右跟腱撕
裂，随后便被转至中部战区总医院进行
手术治疗。

术前，阿列克谢对看望慰问的军事
五项竞委会主任向伟湘一行表达谢意
后，乐观地说：“我康复后还要争取参加
下届军运会。向所有的工作人员致敬，
愿中俄友谊长存。”

手术在下午 14时进行，主刀医生是
该院骨科运动医学病区主任魏世隽。魏
世隽介绍说，院方制定了两套手术方案，
经中俄双方医疗团队研究后，决定实施
微创手术。“微创手术创口小、恢复快，能
最大程度地避免伤病。”

俄罗斯代表团总医生福拉达·提卡
诺娃对军运会执委会和医院的高效处置
以及一流的服务保障表示衷心感谢。据
悉，该医院 20日还为一名突发急性阑尾
炎的丹麦籍运动员实施了微创手术。

（本报武汉10月22日电）

特殊的微创手术
■覃丽萍 本报记者 赖文湧

时间归零，武汉军运会的摔跤场内
爆发出一阵欢呼。

在女子自由式摔跤 57公斤级的比
赛中，中国选手李绘以 6比 3战胜来自
蒙古的苏荷·策仁齐米德，夺得今天摔
跤赛场里的最后一块金牌。值得一提
的是，在同一块场地上，她的妹妹李玉
燕在女子自由式摔跤 50公斤级的比赛
中战胜了来自美国的选手惠特妮·康
德，拔得头筹。

据悉，本届军运会上，女子自由式
摔跤首次被纳入正式比赛项目，并设
置了 6个级别的比赛。今天，姐妹二人
共创开门红，成为这片场地上最耀眼
的星。
“眼似闪电臂似绳，腰如盘蛇脚如

钻。”赛后，八一摔跤队副队长曲忠东
介绍，摔跤是身体对抗最为激烈的项
目之一，要想站上最高领奖台，不仅仅
是身体好、力量大那么简单，对眼力、
脑力、反应速度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两个姑娘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十分不
容易。

姐姐李绘是中国摔跤队的一员老
将，14岁时就在全国冠军赛中拿到了 46
公斤级的冠军，多次征战国际大赛，国
内的金牌更是拿了个遍。随着年龄的
增长，李绘从 48公斤级调整为 53公斤
级，再到如今的 57公斤级。虽然级别一
直在变，但李绘对于摔跤的热爱，对于
冠军的渴望却从未改变。

为此，她和队员们每天要徒手攀爬
十几米高的长绳几十趟，为了练臂力。

抱着 100多斤的沙袋来回翻滚，只为练
抱摔。为了增强自己的实战能力，姐妹
俩更是经常找男队员当陪练。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
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
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今天
的比赛，姐妹俩的母亲和李绘的丈夫
也来到了现场。赛后，李绘谈及自己
的家人时，显得有点哽咽：“训练很苦，
夺冠不易，但还好有家人在身后默默
支持。”

时光追溯到两年前，全运会的赛场
上，李绘勇夺女子自由式摔跤 53公斤级
冠军。赛后她说，如果身体情况允许，
2019 年她还想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世界
军人运动会。

如今，她不仅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还为中国代表队再添一金。

半决赛最后时刻靠着抱腿控制绝
杀取胜，决赛以 6比 5的微弱优势取胜，
妹妹李玉燕的夺冠之路同样不容易。
赛场之外，李玉燕的成长之路更为艰
辛。在姐姐的影响下，李玉燕 14 岁才
开始接触摔跤。在同样的年龄，姐姐李
绘已经是世界冠军了。刚刚进队时，李
玉燕连跑步都跑不好。可姐妹俩身上
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是相同的，训练
时，李玉燕从来不含糊，很快就在各大
赛场上崭露头角。“到湖北队时，我每天
要比老队员多练两个小时的长跑。”李
玉燕回忆说，那时，不管夏热冬寒，自己
每天清晨 5点钟就起床训练的习惯雷
打不动。

星光不负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
人。在 2013年的全运会上，李玉燕获得
了一块铜牌。紧接着几年，她又相继获
得全国冠军、国际军体冠军。直到今
天，她在军运会的舞台上成功圆梦。“军

人的血性支撑着我完成比赛！”赛后采
访时，李玉燕说自己不只是一名运动
员，更是一名军人。
“我能走到今天，少不了姐姐的帮

助，姐姐我爱你！”聊起姐姐，李玉燕这
样说道。赛场上，她们是绽放的玫瑰，
是摔跤项目的顶尖高手。赛场下，姐妹
俩住在一间宿舍，她们的悄悄话也多是
关于摔跤。在技术方面，姐姐能够给妹
妹指导和帮助；而在姐姐受伤或者状态

不好的时候，妹妹也经常帮助姐姐找到
症结，走出阴霾。
“希望能征战明年的东京奥运会。”

双双夺冠固然令人欣喜，可高兴劲儿还
没过去，活力十足的妹妹李玉燕就已经
把目光瞄准在更高更大的舞台上了。

（本报武汉10月22日电）

图片说明：李玉燕和李绘（右）在赛

后庆祝。 张曙光摄

金牌“姐妹花”
—中国女子摔跤队李绘、李玉燕双双夺金

■本报记者 宋子洵

中国游泳队再添一金！10月 22 日
晚，在满场观众的欢呼声中，季新杰一路
劈波斩浪，在男子 400 米自由泳决赛中
取得第一名。3分 48秒 33 ，一项新的军
运会游泳纪录诞生。

包括这枚金牌在内，季新杰已在本届
军运会上为中国游泳军团豪取5金，并先
后四次打破赛事纪录，表现十分抢眼。这
不禁让人回想起两年前相似的一幕：在天
津全运会赛场上，不满20岁的季新杰独揽
男子自由泳项目5枚银牌；而这5个项目的
金牌获得者也刚好都属于同一人——泳坛
名将孙杨。近年来，在国内自由泳项目上，
季新杰的成绩一直紧随孙杨之后。能够成
为离偶像最近的人，季新杰倍感自豪：“我
要向孙杨大哥学习，希望将来也能成为像
他那样优秀的游泳健将。”如今的他，正在
努力拼搏，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梦想。

赛后季新杰表示，由于连续几天密
集的参加比赛，对意志和体力都是很大
的考验。“今天在预赛中的感觉不算太
好，不过接下来的比赛应该能够支撑下
来，只要能游出自己的风格，相信会取得
好成绩。”他的言谈中透着自信。

决赛中，季新杰延续了其稳扎稳打、
后发制人的风格。比赛开始后，第一个
转身时季新杰排名第三，仅落后第一名
不到 1秒。此后他逐步加速，最终逆袭
成功。

高大帅气的大男孩，是季新杰给人
的第一印象。平日里的他文静腼腆，一
旦跃入泳池，就像换了一个人，在击水搏
浪中，体现出特有的坚韧和顽强。这种
坚韧来自对游泳的热爱，也离不开家人
的关心和鼓励。他至今记得母亲当年说
过的话：“既然选择了，就不能轻言放
弃。”“不放弃”，这 3个字从此一直印在
他的心底，不断地激励他刻苦训练，在各
项赛事中屡创佳绩。

“拼搏的目的，并不是单纯追求个人
奖牌数量，而是不断提升自己，更好地为
祖国争光。”在被问到接连夺冠的感受
时，季新杰如此回答。

阴雨霏霏的天气，挡不住江城观众
如火的热情。季新杰登上领奖台时，全
场观众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又一次
雄壮的国歌声中，他面向冉冉升起的五
星红旗，庄严敬礼。

（本报武汉10月22日电）

3比 0！中国柔道队再添一金！
今天下午，武汉理工大学体育馆座

无虚席，伴随着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加
油助威声，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柔道
女子团体决赛激战正酣。代表中国队
出战的兰玉、黄丽茹和唐婧干净利落地
连赢3局，击败法国队夺得冠军。

今天，军运会柔道项目正式结
束。对于八一柔道队来说，本届军运
会无疑是收获颇丰的一届。个人赛阶
段，八一柔道队队员展示出了过硬的
实力和顽强的意志品质，给现场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国际军体理事会开展较早的
项目之一，国际军体1966年就举行了首
届世界军人柔道锦标赛，此后，柔道成
为军运会的固定项目。本届军运会柔
道比赛，更是集结了俄罗斯、巴西、法

国、波兰、意大利等强队，可谓高手云
集、群英荟萃，八一柔道队想突出重围，
面临很大的挑战。

尽管八一柔道队建队时间不长，
参加世界大赛的经验也不足，但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全队提前 400多天备
战本届军运会。参赛队员们全力投入
高强度训练，认真钻研战术动作，不断
锤炼军人血性，最终在本届军运会共
取得了5金 2银 2铜的历史最佳成绩。

柔道是一种对抗性很强的竞技运
动。为了提升战术训练水平，八一柔
道队队员们在做好身体训练、技术训
练和心理训练的基础上，反复研究对
手和准备合理有效的比赛策略，这也
为他们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当然，柔道比赛战术运用与运动
员的意志品质也有密切联系，两名运

动员在比赛中不分上下、体能濒临极
点时，一方的咬牙拼搏就可能赢来胜
利，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就在刹那
间。女队员兰玉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面
对上一届的冠军俄罗斯选手，比赛打
得非常胶着，加时赛 8分钟后，两人体
力消耗很大，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谁
也不服输。凭借最后一刻的全力一
攻，兰玉艰难地击败昔日的冠军，获得
胜利。
“我们的队员很顽强，每一场比赛

都打出了军人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
这也是我们赢得比赛的关键。”女子团
体决赛后，主教练吕苗苗说。军运会
结束后她们将总结好此次参赛的经验
继续刻苦训练，未来继续为八一军旗
而战、为荣誉而战。

（本报武汉10月22日电）

柔道项目今日落幕，中国队斩获5金2银2铜创历史——

刚 柔 并 济 写 传 奇
■本报记者 赖瑜鸿

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季新杰强势夺冠—

泳 池“ 新 杰 ”
■本报记者 郭 晨

10月22日，军运会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葛曼棋以11秒42的成绩获得第四名。 本报记者 王传顺摄

上图：军运会帆船比赛。

朱金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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