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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汤汤，武夫洸洸。”这是《诗经》

中描写军队在长江畔威严排列、蓄势待发

的诗句，用它来形容今天在武汉举行的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显然是再合适不过

的了。

近万军人集结，百余雄旅横戈。可以

肯定，在接下来的这些日子里，突破、冲

击、绝杀……这些充满硝烟味的词注定要

一次次地抓住你的眼球，点燃你的激情。

但我相信，最能打动人心的，是以军人的

名义发出的铿锵之誓——创军人荣耀、筑

世界和平。

军人与体育有着一种近乎血缘的关

系。历史学家常常用“黄金时代”“白银

时代”“青铜时代”等概念来划分古代人类

文明史的兴衰。毫无疑问，对军人而言，

体育永远是“黄金时代”。现在所能够考

察到的历史清晰地确定，公元前3000余

年，摔跤就成为苏美尔武士有组织的游

戏；早期的竞技体育运动，大都演化于冷

兵器的杀伐搏击。传世巨著“荷马史诗”

所描述的战场情景，几乎就是竞技场的升

级版……

然而，在战场上演绎出体育运动，用

战功创造出荣耀的军人清楚地知道，自己

的最高使命绝对不是战争。

和平荣光——这是点燃于南昌的军

运会火炬的名称，它用不熄灭的火焰诠释

着一种理念：和平，既是我们始终坚守的

初心，也是军人拥有的最大荣光。

有人做过一个有意思的假设——如果

举办一届哺乳动物运动会，人类选手能拿

几块金牌？结论是几乎没有可能。无论是

速度、高度、耐力、爆发力、水中、地面……

人从来都不是丛林选手的对手。但是，人

类依靠思想的力量，走向文明，赢得了世

界。而文明的标志和前提，就是和平。《左

传》有言：“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战争的血色记忆总是那么阴沉沉

重。1883年，世界第一种真正成功以火

药燃气为能源的自动武器——马克沁重

机枪出现了，有人问发明者马克沁爵士：

这东西不是让战争更可怕吗？他信心满

满地说：不，它让战争成为不可能。

但历史狠狠地打了这位爵士的脸。马

克沁重机枪改变了战争模式却没能制止战

争。因为和平从来不屈从武器的指令，再先

进的枪炮都不会成为和平的航标。

“按剑因谁怒？寻箫思不堪。”事实

上，每一届军运会上点燃的火炬，早就燃

烧在披坚执锐的军人心中。公元10世纪

左右出现了以“非暴力、不流血”为标准的

比武大会后，一次次战争留下的创痛使得

有远见的军人开始思索，是否可以用非战

争的方式来创造军人荣耀，不相逢于战场

而相约在赛场。今天，戎装在身而友谊满

怀的军人们共赴“和平之约”的军运会，是

延续更是发展，和平的故事由中国军民描

述得更加精彩绝伦。

当然，既然是世界军人的“群英会”

“奥运会”，一定少不了狭路相逢的大马金

刀、一定离不开高手过招的剑拔弩张。和

平的诗篇同样可以用黄钟大吕之声来高

诵，彰显军人荣耀何妨血性张扬。这才是

体育的永久魅力，更是军人强身健体的独

特风采。

军运会主题歌《和平的薪火》响彻江城

武汉，这是歌声也是心声，是艺术也是现

实。让我们一同高歌吧，以军人的名义！

以
军
人
的
名
义

■
郑
蜀
炎

对一名军人运动员来说，27岁才完
成世界军人运动会的首秀，或许显得有
些晚。

但令人敬佩的是，他在比赛的过程
中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毫
无悬念地夺得了金牌。

27岁的廖伟华，今天首次代表我国
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空军五项的飞行
比赛，以总分 3500 分的优异成绩为中
国军团拿下第二金！

空军五项队领队王海臣介绍，我军
于 2015年 9月才组建空军五项队，而空
中项目训练真正开始的时间其实更晚，
至今仅仅 2 年多一点。起步晚，底子
薄，经验缺，面对强手如云的不利局面，
要想首次在世界军人运动会上“惊艳亮
相”，后来居上谈何容易？

其实，4年前的廖伟华还是个刚刚
从军校毕业的学员。何去何从，选择权
在他手里。如果没有选择军事体育，他
就大可不必到这支新组建的运动队里
承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但正如今天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一

样，在需要为国家和军队拼搏奋斗的时
候，年轻的他用略显柔嫩的肩膀，义无反
顾地接过空军五项事业赋予的重任。

铸剑，直指冠军！
廖伟华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用一

枚沉甸甸的金牌为国家和军队争光添
彩。

刻苦训练、钻研技术、研究对手、制订
方案、探索方法、反复尝试……廖伟华和团
队人员不知加了多少班，绕了多少弯，磨了
多少遍，终于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队队员
的科学训练体系，以此不断提升训练水平。

廖伟华说，或许是因为他的爷爷是
名抗美援朝老兵的缘故，他从小就一直
怀揣从军报国梦。高考填报志愿时，他
毅然选择报考军校。

军人生来为战胜。4年军校生涯的
磨砺，让军旅梦圆的廖伟华更加坚定。
军校毕业经过选拔进入空军五项队后，
廖伟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经常外出执
行训练任务，时间长达半年甚至更长，
技能日益精进。

本届军运会，我军首次派队参加空
军五项的角逐。首场飞行比赛，廖伟华
受命出征。他一直期待的这一天——
终于到来了！

飞行比赛考验的是选手们的团队

合作和精准导航能力。运动员既要在
地面准备中依据地标判断航线，确保按
时到达指定位置，又要在飞行中留意风
向、气流影响，不断调整航线、航速。

受领飞行简令、确定飞行点位、计
算航速航向……11 时 5 分许，由廖伟
华担任领航员的教练机第四位出场，
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向着划
定区域，低空完成三角航线的飞行任
务。

一个点位、两个点位……当廖伟华
搭乘的飞机几乎分秒不差地飞过计算
的三个点位，成绩实时显示在现场大屏
幕时，现场人群一片雀跃。
“中国队第一！”13时许，经过紧张

的计算评比，廖伟华所在参赛团队战胜
了参加该赛事的其他 8个代表队，一举
夺冠！
“冠军属于大家！”获奖现场，廖伟

华和团队人员紧紧相拥，难掩激动。
“一直期待他能为中国队拿到奖

牌，最好是金牌！今天终于梦想成真
了。”领队王海臣说，空军五项所有项目
都具有实战意义，在军运会上既能为国
争光，又能提高实战水平，还能增进中
外友谊，这枚金牌真是沉甸甸的！

（本报武汉10月19日电）

■本报记者 杨清刚

“砰、砰、砰……”抬手、击发、放手，
伴随着现场大屏幕实时更新的总成绩排
名，让蔡甸国防园射击馆的男子 25米手
枪军事速射团体赛场中的每一个人都格
外紧张。

最终，由谢振翔、金泳德和姚兆楠
组成的中国队以 1747 环的成绩夺得冠
军，成功卫冕。同时也将本届军运会的
首金收入囊中。俄罗斯队和朝鲜队分
获第二、三名。

25米手枪军事速射是军运会特色项
目，相较于其他赛事的手枪射击项目，手
枪军事速射更加贴近于实战。根据规则，
每支代表队派出 3名运动员参赛，他们三
人的成绩相加为本队的总成绩，进行排
名。运动员分为 3个小组比赛，每名运动
员分别击发 6组，每组 10枪，并且必须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射击。

4年前在韩国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军
人运动会上，金泳德、谢振翔和高铮 3
人为八一射击队拿到了该项目的团体
金牌。此番，男子 25 米手枪军事速射
极有可能产生本届军运会的首枚金牌，
八一射击队的队员们更加希望能够成
功卫冕。

在这支八一射击队里，金泳德是名副
其实的“定海神针”。作为八一射击队的
副队长兼教练，自 1998年在曼谷亚运会
勇夺金牌后，20多年来，金泳德不断刷新
着射击场上的纪录。此前，金泳德曾参加
过三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 2011年第五
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上，他更是上演了连夺
中心发火手枪、军事手枪速射个人和团体
三金的传奇。

射击项目对运动员的体能要求并不
高，很多射击名将的运动寿命都很长。
尽管如此，43岁的金泳德在本场比赛的

所有参赛选手中仍然是一名“老枪”。昨
晚作为火炬手参加了武汉军运会开幕
式，今天金泳德在比赛中略显疲惫，并不
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同时，与他同组的
乌克兰选手表现突出，在 8秒速射的轮次
中拿到了 199环的好成绩。面对自身和
对手的双重压力，大赛经验丰富的金泳
德迅速调整好心态，一路稳扎稳打，最终
拿到了583环的成绩。

不同于其他比赛项目，射击比赛的
胜负往往是在毫厘之间，这不仅是枪法
的对决，更是心态的较量，不容有一丝一
毫的闪失。对于我军小将姚兆楠来说，
今天的比赛更是如此。

姚兆楠是去年雅加达亚运会男子 25
米标准手枪速射的冠军，今天又在最后
一组出场，赛前，人们就对他充满期待。
第三组鸣枪开赛，这位“95后”小将在前
10发中打出了 97环的好成绩。第二轮开
始，他的状态却出现了起伏，中国队一度
落后俄罗斯队，排名第二位。

关键时刻，姚兆楠两次走到场边与
教练进行交流。几经调整，终于在最后
两轮比赛里找回了状态实现了反超，为
我军代表团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手枪射击是军
人伟岸形象的缩影，但其实在这个项目
的背后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艰辛。运动
员们只有在平时日复一日的重复着据
枪、瞄准、击发等动作的训练，才能在比
赛中不断打出“神枪手”的精彩表现。

在此后的 6 天时间里，本届军运会
的射击项目还将会产生 24 枚金牌。作
为历届军运会上的“夺金大户”，今天，两
代八一射击人在武汉军运会的赛场上携
手夺冠，为我军体育代表团打响了第一
枪、射落了第一金，队员们期待能够在本
届军运会接下来的比赛中有着更加出色
的发挥。

（本报武汉10月19日电）

右图：我军运动员谢振翔（左）、金泳

德（中）和姚兆楠在比赛及颁奖仪式上。

王传顺摄

43岁老将金泳德率队获得军运会首金—

三 个 神 枪 手 的 突 击
■本报记者 马 晶

“4 分 04 秒 42。”10 月 19 日晚，
当王简嘉禾裹挟着浪花奋力游到终
点，回首看到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成
绩时，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她以打
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得女子 400
米自由泳比赛的冠军，引得全场欢
呼雷动。

众多高手比拼，一株“嘉禾”独
秀。尽管与王简嘉禾同场角逐的不
乏世界级强手，但她仍显得十分淡
定，对金牌志在必得。在今天上午
举行的该项目预赛中，她以 4 分 12
秒 53 的成绩排名第一闯进决赛。
决赛中，王简嘉禾再次展现出超群
的实力，入水 20米后就处于领先并
一直保持到终点，将本届军运会上
首个游泳项目金牌收入囊中。

今年刚满 17 岁的王简嘉禾，是
我国中长距离自由泳项目上的新
秀。2017 年 10 月，在国际泳联短池
世界杯多哈站女子 800 米自由泳比

赛中，初出茅庐的她就获得冠军并创
造了世界青年纪录。此后，她频频在
多项国际国内赛事中摘金夺银。

成功没有捷径可走。几个月前，
备战游泳世锦赛的高原集训期间，王
简嘉禾在进行跳箱训练时，一个没留
神左腿重重地磕到了跳箱的边棱上，
割出了很深的伤口，甚至露出了骨
头，被送到医院缝了 6针。为了不耽
误比赛，她只休息了十多天，就继续
投入训练。
“在家门口进行的比赛承载着大

家的更多期待，这对我来说是压力，
更是动力。”比赛结束后，王简嘉禾在
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说，很高兴能够以
军人的身份参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将继续全力拼搏。

（本报武汉10月19日电）

上图：王简嘉禾在比赛中和颁奖

仪式上。

张曙光摄

■本报记者
郭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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