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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军运同行”方队渡江中

第 43 届
武汉 7·16 渡江节

横渡选手们列方队从武昌汉阳门下水，横渡长江

记者刘斌 摄

“与军运同行”方队游出气势

希望各国朋友来江城看一看
本报讯 （记者 王 刚）
“2019 年 10 月 ， 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在我们武汉举行，这
是大武汉的一件盛事，也是我们每一位市民
骄傲与期待的大事，所以，我们的方队特意
命名为‘与军运同行’。 ”16 日，“与军运同
行” 方队领队奚建国对长江日报记者说，
“与军运同行” 方队以横渡长江这一特别方
式，希望向全世界传播大武汉的大江大湖之
美，吸引更多的人关心军运会的筹备、关注
武汉的发展。
来自武汉的“与军运同行”方队，作为第 2
个群众方队下水开始横渡。 10 时许，方队横渡
成功上岸。“非常兴奋！ 非常自豪！ ”成功上岸
后队员们说。
“与军运同行”方队的 107 名队员，有来自
汉阳鹦鹉冬泳队的 58 名队员、 来自汉口宗关
冬泳队的 20 名队员等。
107 名队员都是武汉人，平均年龄 55 岁，队
员们常年坚持游泳锻炼。“
队员中，有搬运工，有
企业老板，有公务员，也有在读研究生。 ”107 名

队员中，女队员共有 7 人，年龄最大的女队员是
62 岁的晏冬香，
“
50 岁才学会游泳，包括今年在
内，我已参加了 7 届武汉 7·16 渡江节。 ”
“我们希望能以自己完美的表现，为方队
增光添彩。 ”队员吴大贵说。
“我们的方队今天表现很出色，全程游下
来基本都保持了较好的队形，没有一个队员掉
队，扎实游出了‘与军运同行’的气势！ ”方队领
队奚建国说。 据悉，今年 6 月中旬，“与军运同
行” 方队组建完成。 为备战今年的 7·16 渡江
节，前期方队先后共组织了 8 次在长江里的集
中训练。
“虽然是第一次横渡长江，但全程游下来，
感觉非常轻松！ ”“与军运同行”方队仅有的 7
名女队员中，26 岁的陈洁莹是年龄最小的。
陈洁莹目前是湖北美术学院水彩专业在
小学时曾学过 4 年的游泳，去
读硕士研究生。“
年加入了汉口宗关冬游队，一直都梦想能横渡
长江。 ”陈洁莹说，以后每年武汉 7·16 渡江节，
只要条件允许，她都会报名参加。“我要向身边

的游泳前辈看齐，不断挑战自我，追求人生的
卓越。 ”
“我知道本届军运会已创造了军运会历史
上的两个第一：第一次在一个城市举办所有比
赛项目，第一次集中新建运动员村。 ”陈洁莹
说，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她为军运会
能在武汉举办而深感骄傲与自豪，“2019 年军
运会举办时，我一定会去现场观赛，相信军运
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举行。 也希望各国朋友都来
这里走一走、看一看。 ”
方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是 19 岁的欧阳李
章太，他目前的职业是私人健身教练。“一般人
都会好奇我这个名字怎么有 5 个字，其实说起
来也很简单：‘欧阳’是我父亲的姓，‘李’是我
母亲的姓，‘章’是我们家族中我这一辈分的字
派，‘太’则是我爷爷特意跟我取的名字，寓意
我要像太阳一般阳光、大气。 ”
“今天我们成功横渡了长江，就是希望能
让世界上更多的人，都了解第七届军运会是美
丽江城武汉举办的。 ”欧阳李章太说。

记者胡九思 摄

外地方队和人数的比例
均超过三分之一
本报讯（记者 王 娟）
“万里长江横渡，极
目楚天舒”。 16 日上午 9 时许，2017 第 43
届武汉 7·16 渡江节横渡 群 众 方 队 在 武 昌
江滩汉阳门下水， 以整齐的方队形式搏浪
长江，感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的豪情壮志。
群众方队横渡从武昌汉阳门下水， 至汉
口江滩三阳广场起水，游程约 6000 米。
今年共有 5309 人获得横渡参赛资格，他
们组成了 51 个方队，其中人数比上届增加约
1500 人，方队比上届增加了 13 个。 51 个方队
中，武汉本地方队 30 个，外地方队 21 个。 外
地横渡选手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东、
河南、河北、南京、长沙、合肥、南昌、西安以及
港澳台等地。 外地方队和人数的比例均超过
三分之一，不仅高于往届渡江节，而且在全国

同类赛事活动中也名列前茅。 武汉市作为全
国“7·16 全民游泳健身周”主会场，对游泳爱
好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每位成功横渡的选手都获得 1 枚纪念奖
牌。 为了给横渡选手提供更全面的安全保障，
GPS 设备也被引入今年渡江节。 在部分横渡
方队的队员漂流袋内置的 GPS 设备，不仅能
实时记录队员们的“航线”，在偏航或发生紧
急情况时及时提醒、救援，还能将记录的“航
线”生成动态画面，供队员赛后通过指定网站
下载，留作纪念。
众多方队中， 时隔 40 年后再次现身 7·
16 渡江节的武汉民兵方队格外抢眼。 武汉民
兵方队由来自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的 100 位
民兵组成。 这支队伍于 2016 年 6 月成立，是
全国内陆地区唯一一支水上民兵连。

南昌方队父女俩同渡长江

13 岁小姑娘全程游在方队前列

港澳台方队

本报讯（记者陈晓彤 实习生汪晨）
“
游得很
轻松，很开心，长江两岸的风景像画一样美，边
游边赏景，好享受。 ”16 日上午 11 时，刚从汉口
江滩上岸、 身上还挂着水珠的江西南昌小姑娘
周晓月对记者说。 周晓月今年 13 岁，学游泳三
年，今年在爸爸周岩的陪伴下，首次参加长江横
渡。
父女俩于 14 日跟随南昌方队抵达武汉，
并在 15 日前往汉口江滩试游了几次。周岩说，
女儿的游泳技术相当了得，横渡下水后，她全
程游在方队前列，速度很快，没有丝毫胆怯。
“我曾在 2014 年来武汉参加过渡江节，今年也
毫不犹豫地报名。 女儿的技术成熟了，所以顺
便带她来见见世面， 一是感受武汉的大好河
山， 二是锻炼她的能力。 她今天的表现太棒
了，是我的骄傲。 ”
作为南昌横渡方队最小的队员， 周晓月
成了队里的“吉祥物”。“别看她年纪小，但游

记者彭年 摄

起泳来，我们都不是她的对手，无论是体能和
技术，比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强多了。 ”提起周
晓月，队员赵云赞不绝口。
据了解，这个瘦瘦小小、文静从容的姑娘
已多次随父亲游赣江，而今年横渡长江，也是
为她明年夏天挑战琼州海峡做准备。 虽然才
13 岁，接触游泳的时间也不算长，但凭借刻苦
的训练和极高的悟性，周晓月已是南昌有名的
“游泳能手”。
周晓月说， 自己学游泳是受父亲的影响。
“我爸爸特别会游泳， 他之前成功横渡琼州海
峡，并坚持冬泳五年，是我的榜样和动力。 ”目
前， 周晓月每周会在专业游泳教练的指导下，
高强度训练两次， 放假时更是坚持每天游
3000 米，或跑步 7 公里，锻炼体能。
“这次旅程真开心，大桥上、江岸边，都是
为我热情加油的观众，特别谢谢武汉。”周晓月
说。

港澳台方队唱着歌儿下水渡江
本报讯（记者 王 娟 王 刚）
“高山青，涧水
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啊，阿里山的少年壮
如山！ ”16 日，港澳台方队集体高唱着《阿里
山的姑娘》入水，相当抢镜。
港澳台方队成员有大学教授、企业家、电
视台的资深导演……有一部分人曾参加过横
渡长江、横渡黄河、抢渡黄河、横渡琼州海峡
等活动。 队员曾健从 3 岁开始游泳，曾经 12
次横渡过珠江， 他之前来汉参加了 7 月 2 日
试渡，不过因为临时受伤不能下水，但 16 日

快接近终点，一位渡江者为自己加油

EMBA 中国方队

记者彭年 摄

“与军运同行”方队中，年龄最小的女队员陈洁莹和队员在一起
记者王刚 摄

通过渡江带动更多高管认识武汉

本报讯（记者 詹 海 波）今年 50 岁的丁信
中是 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中
国方队中的领队， 也是西安蓝莓研究所 所
长，今年是他第三次参加武汉渡江节。 他介
绍，今年是这些商界精英第三次参加武汉渡
江节。
他说，自己虽然是深圳人，长期生活在西
安。 但是参加了三次渡江节后，感觉武汉就像
自己的家一样。“每次来武汉，都觉得武汉有新

的变化。 路变漂亮了，城市变得更美了，给人感
觉更有秩序”。
他告诉记者，这次来横渡的队员共有 27
个人，有 1/3 是老朋友，剩下的都是新面孔。
新来的队员参加渡江节心情都很激动，不停
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推荐武汉，推荐武汉的渡
江节。
“我参加过比较多的渡江节，只有武汉给
人感觉最热闹，最有气氛。 而且难得遇到在这

种急流中横渡，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在横渡时体
验两江江水相汇的感觉。 ”
他告诉记者，目前准备在武汉成立一个新
的游泳社团， 以后不光只参加武汉渡江节，还
要去参加千岛湖、厦门渡海等活动。
记者了解到，本次来的队员中不乏来自辉
瑞、葛兰素史克、光明等名企高管，因为共渡长
江的友情，他们也是“资智回汉”的校友资源，
通过渡江节了解武汉，认识武汉。

还是特意赶来现场为队友加油，他说，横渡长
江一直是他的梦想， 在家养伤不如来现场感
受气氛，今后有机会还要来武汉圆梦！
“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来
自广西柳州的方队，在下水点唱起山歌，为方
队打气。 队员黄桂龙说，柳州方队此次有 100
名成员来汉，虽然是第一次来汉参加渡江，但
是之前已经筹备了 3 年，今年终于成行。这次
来汉 3 天里，参观了渡江博物馆，感受到了武
汉浓郁的渡江氛围。

南通妈妈带着 18 岁儿子一起横渡长江
本报讯 （记者 詹 海 波）7·16 渡江节外省
方队中，苏北联盟方队里有位 45 岁的江苏南
通妈妈带着本月初刚满 18 岁的儿子一起横
渡长江。
今年 18 岁的陈济州， 今年刚参加完高
考，听说妈妈要去武汉参加渡江节便跟着一
起报了名。“
我们一家三口都来了，爸爸做后
勤保障工作。 我和妈妈都是第一次来武汉，
觉得武汉人特别热情”。
陈济州告诉记者， 虽然自己曾经接受过
4 年的专业训练，但是刚开始下水的时候，看
着茫茫江水内心还是非常紧张。“但是慢慢
就放松了，大家一路游过来很欢乐，横渡上岸
后经历过长江的洗礼， 让我感觉整个人精神
焕发”。

40 岁才开始学习游泳的王凤， 至今只
有 5 年游泳经验。 但是，她觉得今天游得非
常畅快。“因为天气温度较高，水温不冷不
热，让人觉得非常舒服。 我们顺着江水往下
游，跟着浪的节奏。 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喜欢
户外的人。 平时在游泳馆里水都是平静的，
没有浪花”。
她说，自己刚到武汉，一家人只到了黄鹤
楼，站在黄鹤楼上，极目楚天，看着滚滚长江
里的滔滔江水，真的像诗里写的“孤帆远影碧
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王凤告诉记者，赛事完了之后，一家人将
会留一个星期时间在湖北游玩。等到返程时，
一定要在武汉尝尝武汉的热干面、鸭脖子。深
度体验一把武汉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