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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性烈气刚、憎爱横溢从不

“差火”，据说与自古武汉为“镇”有关。

镇，重兵镇守之军事要地也。位

居北上南下、东征西进之咽喉，兵家必

争乃设“三镇”。市井军帐毗邻，士卒

百姓摩肩。有人就说军运会和大武汉

或许有些渊源。

此话当然不足凭，但军运会火爆武

汉，鼎沸民心的重要原因之一，实实在

在是因为军运会扎扎实实地姓“军”。

作为现代化的大都市，武汉人见

多识广，各种体育运动如数家珍。但

是，军运会一来，许多姓“军”的项目还

真让人眼界大开、骋怀游目。当地媒

体做了这样醒目的标题——奥运会

上，这些比赛你看不到。

那么，你在这里能看到什么？

军事五项，最具军人血性的比拼；

海军五项，最强水兵的竞技场；

空军五项，全能型军人的考场；

跳伞，勇敢者的高空之舞……

“摔破玉笼飞彩凤，顿开金锁走

蛟龙。”战端一开，观众们便大呼过

瘾，精彩赛事“么昂乐勒”（武汉话：怎

么这么热）。来自世界各国的军旅高

手在模拟战场环境所设置的场地和

障碍上，以直接演化于军事战术动作

的种种技能，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冲

锋陷阵，“独步天下，谁与为偶”，捍卫

着军旗的荣誉……

从前写运动场上的人物，多借丛

林王者来做比喻——雄狮的爆发、猛

虎的扑杀、猎豹的敏捷……而军运会

上，最佳的比喻无不展现着军旅风

采——军事五项男子个人全能冠军

八一队运动员潘玉程，有媒体称其跨

越障碍“比子弹跑得快”，由此得一响

亮名头：“子弹兵”；收获女子全能金牌

的八一队运动员卢嫔嫔，以奋击赛场

的英姿，博得一个“凌厉女兵”之誉；空

军五项（飞行）的金牌得主、空军运动

员廖伟华则被潇洒地称为“空中剑

客”……

将军事项目组合一体的运动，最早

出现在古希腊，直译其名是“利用一切

可以利用的手段击败对手”。听起来这

种运动充满了野性，但它偏偏更迭迁

流，取精用弘地成为今天衡量军人战斗

力的一种标志。我们知道体育运动的

主流价值观一定是和真、善、美趋同，而

军事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大马金刀、

蓬勃豪气，通过将力量、勇气、坚韧、拼

搏这些血性之争、雄风铁骨浸润在现代

军事文化中，突出军事体育强健军人体

魄的功能，让官兵成为军事体育发展的

最大受益者，并以此带动体育运动获得

新的动力和创造力。

军运会响当当的姓“军”，这标志着

人们对体育的欣赏眼光和拥趸标准都

在发生着变化。那些过度商业化操作

的赛事，纠缠于利锁名缰的“明星”，几

乎把运动场变成名利场。古罗马竞技

场上刻有：“水知其平”几个字，意思是水

知道自己该流往何方。人们对体育价

值和美感的判断，想来也是如此。

就在25日下午，军运会赛事正展

高潮，赛场哨响笛声此起彼伏时，按照

《武汉市人民防空条例》，防空警报鸣

试将在城市上空按时响起。这是为了

这个城市不能忘却的惨烈记忆，这是

一个民族高扬的和平之声。毋庸置

疑，这也是军运会为什么要姓“军”的

最深邃而有力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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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走，一直是中国田径的传统强
项。作为中国田径队的当家花旦，杨家
玉在军运会的赛场上无疑是一个明星
级选手。

霜降过后，武汉不仅气温骤降，还下
起了蒙蒙细雨。今天，武汉军运会的女
子20公里竞走比赛就是在这样的阴雨天
中进行，经过激烈的比拼，中国选手杨家
玉最终以1小时30分03秒的成绩斩获金
牌，她的队友尹航获得亚军。

在阴雨天里比赛，对于竞走运动员
有挑战，也有机遇。雨天地面湿滑，运动
员在比赛过程中要时刻防止意外，而凉
爽的天气则有助于运动员取得好成绩。

尽管拿到了冠军，但杨家玉对于自
己的表现却谈不上满意，“我个人感觉自
己表现一般，这场比赛我一直按照自己
的节奏在走。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本来想
突破一下自己的成绩，可能因为刚比完
多哈田径世锦赛，体力没有恢复到一个
特别好的状态，因此速度并没有提起来，
这个成绩我感觉还是差一点。”

2017年伦敦田径世锦赛，小将杨家
玉击败墨西哥名将冈萨雷斯加冕，一战成
名。随后的 2017年天津全运会和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杨家玉继续保持着强劲
的上升势头，连续用金牌为自己加持。

2019年，除军运会之外，多哈田径
世锦赛也是杨家玉的重要目标。然而，
一个月前在多哈，杨家玉在比赛最后时
刻拼命追赶前面的队友刘虹，导致动作
变形，在距离终点 2公里的地方因犯规
被罚下，无缘卫冕。

因此，武汉军运会被杨家玉看成是
正名之战，从多哈回到北京后，她立即跟

随恩师焦保忠投入到艰苦的备战当中。
“为军旗添彩、为国旗增辉”，杨家玉

一直以自己是一名军人运动员为傲。每
次世界大赛夺冠后，颁奖仪式上她都会
面向国旗敬上一个庄严的军礼。“能够代
表中国队，在家门口站上军运会的最高
领奖台，是我一生的荣耀。”“感谢教练这
么多年的培养，感谢整个团队所有工作
人员多年如一日地默默付出，这枚金牌
是我们所有人辛勤付出的一个回报。”

后程冲刺能力强，一直是杨家玉的
优势。不管是伦敦世锦赛，还是雅加达
亚运会，她都是后来居上摘得金牌。与
此同时，杨家玉的竞走动作也特别规范，
犹如教科书一般，在比赛中很少会被裁
判出示黄卡，而红卡在2019年多哈世锦
赛之前压根就没有得过。“通过多哈世锦
赛，我意识到自己在体能、技术等方面还
有欠缺，今天的比赛也让我重拾信心，我
会利用冬训好好训练，专心备战明年的
东京奥运会。”杨家玉赛后说。

作为一名军人，杨家玉在比赛中的
意志尤其过硬，压力越大越容易燃烧她
的“小宇宙”。一颗大心脏，是杨家玉冲
击东京奥运会最为重要的砝码。

多哈世锦赛未能卫冕，有遗憾，但不
会失落。武汉军运会轻松夺金，有喜悦，
但并不张扬。毕竟，在东京奥运会上去
冲击女子20公里竞走金牌，缔造大满贯
奇迹才是杨家玉心里真正的目标。

仰望星空，梦想似乎并不遥远；怀
揣梦想，脚踏实地逐梦前行。

（本报武汉10月25日电）

左图：中国选手杨家玉、尹航在比

赛后庆祝。 代江涛摄

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国队杨家玉、尹航包揽冠亚军—

梦 想 在 远 方
■本报记者 马 晶

世界军人运动会不同于奥运会、亚
运会的地方在于，有一些平时难得一见
却又非常有趣的军事特色项目，“海军
五项”就是其中之一。

这两天，不少观众带着强烈的好奇
心，来到海军工程大学木兰湖校区，观
看海军五项比赛。比赛军味十足、惊险
刺激，让大家直呼过瘾。

当然，最为自豪的，莫过于能在如此
激烈的赛场上，见证中国军体健儿站上
最高领奖台，升国旗、奏国歌。25日，经
过障碍跑、救生游泳、航海技术、实用游
泳、两栖越野等五个项目的比拼，海军五
项队包揽了海军五项男女个人、男女团
体 4枚金牌。其中，郭子愿、张娜分别加
冕海军五项男女个人冠军。

海军五项，是继军事五项、空军五项
之后的第三个全能型军事特色竞技项
目。源于1949年意大利为建立海军军官
体能适应性标准而引入的一个训练方案。

本届军运会海军五项新增障碍接力
项目，共设有男女个人、男女团体和男女
障碍接力6枚金牌。2015年，我军正式组
建海军五项队，一批海军陆战队队员和
游泳运动员被选拔入队。

这次比赛，海军五项队派出张娜、李
顺、谢荣华三位女选手和郭子愿、杨锦、程
奉瑄、叶任堂、魏亚东五位男选手参赛，年
纪最大的是 1993年出生的郭子愿，最小
的程奉瑄生于2000年。这也是这支年轻
的队伍在世界军人运动会上的首秀。
“队伍虽然年轻，但战斗力十足！”

海军五项队副队长谭志宏说，这个 5男
3女的“最强水兵军团”，首次在军运会

中的亮相可圈可点。
此言非虚。在 23日举行的女子障

碍跑和救生游泳两项比赛中，张娜、李
顺、谢荣华就凭借出色的发挥，暂列积
分榜前三名。

海军五项障碍跑赛道上的障碍物
相比普通障碍赛更多样、更复杂。如果
之前的军事五项障碍跑可以风趣地比
喻为“智勇大冲关”的话，那么海军五项
障碍跑，可谓“智勇大冲关”的升级版。

而最具挑战性的，当属绕柱跑。选手
在完成6次 360度的绕柱跑后，在强烈的
眩晕状态下，需要马上进行手榴弹投准。
教练冯宇介绍说：“这项比赛非常具有观
赏性，运动员需要在高速行进的状态下完
成各种动作，既需要体能，也需要技巧。”

24日上午进行的航海技术比赛中，
海军五项队依旧实力不俗，男女队均包
揽前三名。
“航海技术比赛是从海军作战演变

而来的运动，充分体现海军的‘看家本
领’，攀爬桅杆、收缆撇缆、船只机动、水
上作业，都是海军官兵所需掌握的基本
技能，实战性非常强，观赏性很高。”领
队郭进宏介绍说。

有强项，也有短板。海军五项救生
游泳和实用游泳比赛，外国选手高手云
集，8名中国选手只有张娜一人挤进前三。
“海军五项不仅要求参赛队员身体

素质过硬，还需要每一名队员都是全能选
手，游泳确实不是大家的强项。”副队长谭
志宏说，8名队员大部分是来自海军陆战

队的基层官兵，入队前缺乏科学系统的训
练，有人连游泳都需要从头开始学起。“但
这帮年轻人很能吃苦，很有军人的血性。”

采访中记者发现，每名队员身上都有
着大大小小的伤疤。可他们却说：“每一
块伤疤，都是努力的印记，每一次流血，都
是不断超越自我的见证。”这4枚沉甸甸的
金牌，也是对他们努力的最好回报。
“我们代表的是中国军人，无论遇

到怎样的困难，即便磨掉几层皮，也要
为军人的荣誉而战。”走下赛场的队员
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向最后的 2枚障
碍接力赛金牌发起冲击。

（本报武汉10月25日电）

上图：中国选手在两栖越野比赛

中。 张曙光摄

海军五项比赛，中国队包揽男女个人和男女团体四枚金牌—

“ 最 强 水 兵 ”
■本报记者 赖文湧 通讯员 汪 野

攻击、躲闪、移动、扭斗、反击……
拳击手套与头盔撞击的声音在体育

馆内回荡，现场观众的目光随着选手的
每一次攻击与防守不断飘移，生怕错过
任何一次精彩的对攻。
“叮叮叮！”终场铃声响起，裁判把红

角选手吴愉的手高高举起，全场沸腾了！
现场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振聋发

聩，体育馆的顶棚似乎也在颤抖。吴愉
分别向体育馆四周看台敬了一个标准的
军礼，随后身披五星红旗绕场向大家致
谢，分享胜利的喜悦。

25日，军运会女子拳击比赛在武汉体
育学院体育馆迎来了冠军争夺战。率先
进行的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队选手
吴愉凭借灵活的步伐和迅猛的突击，经过
三个回合的激烈对抗，以总比分 5比 0击
败朝鲜选手，为中国拳击队迎来开门红。

吴愉在赛后坦言，她练习拳击 10
年，此前已经太久太久没有拿到过大赛
冠军，多年的梦想终于在今天实现了。
吴愉说：“教练把国旗披在我身上的那一
刻，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随后，吴愉的战友们士气高涨，在接
下来的比赛中掀起了一波夺金的小高
潮。女子拳击 57公斤级决赛，中国拳手
刘飘飘延续了此前淘汰赛中的出色状
态，以 5比 0大胜俄罗斯选手夺冠。60
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许紫春遇到了
强劲的挑战，她与巴西选手从第一回合
开始就打得十分胶着，双方攻势勇猛，最
终许紫春凭借更为出色的战术能力，为

中国队再添一金。
女子拳击 69公斤级决赛，来自内蒙

古的小将窦丹展现出超群的实力，三个
回合里都牢牢控制着比赛节奏，以 5比 0
的比分干净利落战胜朝鲜选手封后。“我
不仅是一名运动员，更是一名军人，今天
和队友一起打出了中国军人的霸气。”窦
丹在赛后说。

有收获也有遗憾。当天最后一个出
场的中国选手郑璐在女子拳击 75公斤
级决赛中，与朝鲜选手苦战三个回合，最
终以2比 3惜败，收获一枚银牌。

4金 1银，中国队“拳”力出击，在家
乡父老面前喜迎大丰收。

（本报武汉10月25日电）

上图：中国拳手吴愉夺冠后喜出望

外。 朱金平摄

“拳”力出击
■本报记者 赖瑜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