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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了！”在现场观众
热烈的欢呼声中，参加女子个人
全能障碍跑项目的中国队员卢嫔
嫔冲过终点，扑到了主教练李春
梅的怀里。时间定格在 2分 10秒
09，打破了世界纪录。

根据赛制规定，今日的军事五
项比赛中不产生奖牌，奖牌在五项
比赛都结束之后产生，但尘封了十
余年的纪录被打破，还是让卢嫔
嫔，这个 23岁的山东女孩露出了
运动员胜利之后特有的笑容。一
旁的李春梅教练也松了口气，“她
是最让我担心的选手了，很有天
赋，但也很容易控制不住自己。”

“控制”二字，卢嫔嫔这两年来一直在和它
较量。

自打进入军事五项队的那一刻起。李春
梅就知道，眼前这个身材瘦溜的女孩在障碍跑
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她弹跳特别好，灵活
性也很棒，这在女队员里是极其罕见的，特别
适合障碍跑项目。”卢嫔嫔自己也知道自己的
优势，“破纪录”这样的话被她天天挂在嘴边，
她总是说要向男队的潘玉程学习，要打破女子
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2015年入队，2017年就获得了参加军事五
项世锦赛的资格，对于卢嫔嫔来说，机会来的
很快。比赛中，卢嫔嫔跑出了 2分 14 秒的成
绩，与纪录失之交臂。

2018年，卢嫔嫔更是铆足了劲儿，誓要把纪
录收入囊中。可是由于前半程发力太猛，导致
后半程体力不足，她在异向平衡木上掉了
下来，再次与世界纪录擦肩而过。

世界纪录仿佛成了卢嫔嫔
的心魔，想要，却总是

得不到，不甘心的情绪充斥着她的内心。
“你不要总是想着破纪录，跑好每一个障

碍就行。”赛后，李春梅教练这样对她说。
不知不觉间，卢嫔嫔不再把破纪录的话挂

在嘴边。虽然嘴上不说，但她对于目标的渴望却
一点没有减少。在几次摸底测试中，卢嫔嫔曾多
次跑进2分13秒以内，破世界纪录触手可及。

转眼，到了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赛
场。10月的江城依然有些炎热，卢嫔嫔热身时
面无表情，通过检录处后还来了几个加速冲
刺，做了几组高抬腿，努力调动自己的状态，仿
佛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站上起点，和她同组的是中国选手王堂
林。出发！伴随着比赛现场律动的音乐，卢嫔
嫔冲了出去，稳健地通过一个又一个障碍物。

场外，李春梅教练在一旁用秒表掐算着时
间。赛程过半，秒表上显示的时间是 58秒。“要
破纪录！冲啊，58秒！”李春梅拼命地向赛场里
的卢嫔嫔喊着。

很快，卢嫔嫔来到了一年前曾经失手的
障碍物——异向平衡木。教练和队友们的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一步、两步……卢
嫔嫔每一步都稳稳地踩在平衡木上。

冲过终点，成功圆梦！“今天我的
状态很棒，现场的观众也十分给
力！”终点线上，手握新的世界
纪录，卢嫔嫔笑容满面。

控制自己身体
的前提，先要控制好
自 己 的 情 绪
和内心。

突破自我之后，卢嫔嫔收获了自己人生中
十分重要的一刻。

上午结束比赛后，军事五项队的姑娘们立刻
投入到下一项游泳比赛的准备中。“比赛不止这一
项，笑到最后才能笑得最好。”卢嫔嫔的目标显
然不仅仅是打破世界纪录。

据悉，在下午的男子个人全
能障碍跑项目中，中国队队员潘
玉程以 2分 09秒 05的成绩，刷
新了他在2014年创造的世界
纪录。
（本报武汉10月

20日电）

■本报记者 宋子洵

对于
八一水上救生队

来说，今天是收获的
一天。
从预赛到决赛，八一水上

救生队连续刷新赛会纪录。在上午
进行的预赛中，他们就打破了4项赛会

纪录。在晚上的决赛中，我军运动员更是拿
到了全部6个项目中的5枚金牌，同时打破了5项

赛会纪录和1项世界纪录。吴惠敏夺得女子50米假
人救生金牌，为八一水上救生队拿到首金，她的队友
包雪怡拿到银牌。随后，牛钰捷和戴晓蝶分获男、女
200米超级救生金牌。此外，八一水上救生队还囊
括了水上救生男、女4×50米障碍游泳接力的金牌。

作为军运会上的军事特色项目，水上救生的

比 赛
要 求 运

动员在水中
完成规定动作、

越过规定障碍，并
对 目 标 对 象 实 施 救

助。与其它游泳项目相比，水上
救生项目对运动员的体能要求更

高，因此各国军人都将其作为军事体
育训练中的重要课目。
2000 年，八一水上救生队正式成

立。尽管从世界范围看，我军水上救生项目
起步较晚，不过通过近年来的努力，八一水上救
生队的成绩突飞猛进，在国际大赛上屡创佳绩。
第 48届世界军人救生锦标赛，八一水上救生队取
得了6金 10银 2铜的优异成绩。

水上救生的比赛不仅要求
运动员的游泳技术过硬，还对爆
发力有着极高的要求，特别是在
假人救生项目中，运动员需要下
潜至池底，用手臂拖带假人颈部
或腋下至安全水域。在今天进
行的比赛中，很多运动员都有兼
项任务，这就对他们的体能提出
了极高的要求。为了备战武汉
军运会，八一水上救生队的队员
们每天都要游近 2万米，还要进
行各种专项训练，正是这种高强
度的训练，才帮助他们取得了今
天这样出色的成绩。

我军小将牛钰捷是第一次
参加军运会，在自己的主项男子

50米假人救生项目中，面对实力强劲
的波兰和巴西选手，他仅仅获得了第 5名。

经过短暂的休息，牛钰捷又接着出战男子 200米
超级救生的比赛。这一次，他的对手实力更加强
大。不过在最后 50米，牛钰捷突然加速，最终率
先碰壁，拿到了这枚来之不易的金牌。赛后，牛
钰捷坦言，在最后 10米的时候，他已经拼到了大
腿僵硬。

获得女子 200 米超级救生冠军的是 21岁小
将戴晓蝶。在八一水上救生队里，身材瘦弱的戴
晓蝶格外显眼。回顾比赛，戴晓蝶认为自己主要
是赢在细节上。无论是到边的转身还是拖带假
人的节奏，她今天都处理得很好。戴晓蝶还透
露，在平时的训练中，教练团队也会根据她的身
体条件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因为有了在平时训练
中对技术细节的追求，才有了今天在比赛中出色
的发挥。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武汉军运会水上救生还
将产生 12枚金牌，期待八一水上救生队的运动员
们能够在家门口拿下更多的金牌。

（本报武汉10月20日电）

这是一场团队的胜利！
10月20日晚，中国代表队在女子4×

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不负众望，以 3
分 39秒 57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并夺冠，
为中国队再添一枚分量十足的金牌。

这场比赛，中国游泳队队员朱梦惠、
王简嘉禾、张雨霏、杨浚瑄携手出战。按
照预赛成绩，她们被安排在第 4 泳道。
第一棒朱梦惠入水后，虽然第二名一直
咬得很紧，但她拼出全部的力量，率先触
壁。第二棒王简嘉禾也发挥得非常出
色，在赛段后半程她不断加速，抵达时几
乎领先对手一个身位。随后的张雨霏和
杨浚瑄顶住了身后对手的强劲追赶，把
第一的位置牢牢守到最后，锁定金牌。

赛后，四位姑娘紧紧相拥，庆祝这
枚来之不易的金牌。走出泳池的姑娘
们抖落身上的水珠，一个个喜笑颜开，
十分轻松惬意。朱梦惠略带激动地说：
“这块金牌来之不易。赛前我们估算了
一下，觉得取胜很难，只能全力一搏。
今天队友们都发挥得很棒，形成了团队

的最大合力。”
在短时间内连续参赛，对运动员的

意志和体能都是莫大的挑战。今天晚
上，王简嘉禾、张雨霏和杨浚瑄都是刚刚
参加完此前的比赛，马上又投入到这场
接力赛，能够取得冠军实属不易。
“因为团队的力量，我才能赢得这

枚金牌。”半小时前，张雨霏在女子 100
米蝶泳中拼尽全力斩获金牌，几乎耗
尽了全部体力。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
能够再次夺金，张雨霏喜出望外，“团
队的力量大。队友们为我创造了巨大
的优势，我必须要全力保持住优势。
赛前我就想好了，今天就算累倒，也要
倒在泳池里！”

在此前，参加了女子 200 米自由泳
决赛的杨浚瑄和王简嘉禾同样感谢了队
友的努力和拼搏。“没有队友的全力拼
搏，我们不可能拿下这枚金牌，感谢团队
的力量。”

透过这一场比赛，可以看到年轻一
代的新星正在崛起。参加这场接力比赛
的 4位选手，平均年龄不到 19岁，最小的
只有 17 岁，可谓小将挑重担，难能可
贵。虽然年龄小，但她们在国内外赛场
屡屡摘金夺银。未来几天，期待她们能
够捷报频传。

（本报武汉10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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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所表达的、证明的，一定是

真实的。”军运会上读此诗，品味到一

种韵外之致。世界军体“群英会”在

大江大湖大武汉搭建起大大的舞

台，来自世界各国的军人运动员们

所展现的力挽狂澜的拼搏、策马引弓

的风姿，无不点燃着军人荣耀的热

血，无不涌动着铁马金戈的激情。龙

争虎斗间，真实地表达和证明着人类

最高贵的情感——英雄主义。

几何学说，三角形是最为稳固的

一种建构方式。运动场上的胜利者亦

如此，独步赛场的高超技艺、互擅胜筹

的智谋、同时还得加上“勇者不惧”的

英雄气魄。

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新闻发言

人在回答记者提问中，明确表示将不辜

负全国人民期待，打一场突破之战。在

争取赛纪赛风第一、与外军选手共筑友

谊的同时，目标就是夺得金牌榜第一

名。沙场秋点兵，英雄气如虹。这一番

自豪之语告诉了我们，什么才是军人勇

于大道争锋的英雄气质。

由中央军委授予“英雄军事五项

队”荣誉称号的八一军事五项队队员

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他们用400多人

次征战世界军体赛场，夺得100多个世

界冠军的荣耀，让“铁血队训”成为英

雄誓言——“不流血流汗干不了军事

五项”。

首次战胜外国国家队的我军女

排，英雄气概不减当年。军运会一开

幕，八一女排就不负众望，赢得三连

胜，剑指金牌。这支飒爽英姿的战队

堪称响当当的巾帼英雄……

“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

一声。”军运会上战犹酣，赛场传檄杀

声急，一个个我们所熟悉或者深藏不

露的中外军旅英雄，已然“飒沓如流

星”地奔着夺金摘银的目标而去，那

些必定令人怦然心动的传奇大片值

得期待。

还有新中国第一代女伞兵，全国

道德模范马旭，以86岁的高龄成为军

运圣火的传递者。望着她那手持火炬

奔跑的身影，你能说这不是一个英雄

雕像的剪影吗？

还有那些秉承“办好一次会，搞活

一个城”的理念，人人都把自己当作东

道主的武汉驻军官兵、百姓人家、志愿

服务者，他们用汗水挥洒荣光，以笑脸

传递友谊，你能说这些置身喧腾赛场

外的寂寂无闻者，不应该得到一枚无

名英雄的奖牌吗……

借用马克思的睿智之语：“是人的

劳动而不是资本创造了经济繁荣和社

会价值。”同样，是人身体的健壮和心

灵的美好而不是金牌创造了体育的价

值、英雄的荣耀。是的，英雄气质是一

种精神风骨，是一种情怀的力量，是一

种典雅的风范。激赏一个充满哲理的

说法：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懦夫把自

己变为懦夫。

苏格拉底对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员的

赞美如诗：“美好的躯体中孕育着更多

的美好品行和崇高。”将这番诗意之赞

赋予今天军运会赛场上的英雄

们，不仅恰如其分，而

且“颇倾肝胆”。

英 雄 气 如 虹
■郑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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