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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大，大不过长江的诱惑
气温高，高不过武汉的热情
本报讯（记者魏娜 黄莹 王东方）烈日当
空照，长江岸边我在笑。 16 日上午，长江两岸
亲水平台的石凳、长江大桥的围栏、
“
知音号”
上的桅杆，都热得烫手，可超过 10 万武汉人
从两岸三地，汇聚到长江边，戴帽子的、撑伞
的，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要，烈日下，市民挥洒
着同样的汗水，灿烂着相同的笑脸。
没有什么比长江对武汉而言更具吸引
力，没什么比
“
玩水”对武汉人更具诱惑。 为横
渡长江的选手们加油，渡江节是一次独具个性
的体育盛会，更是一个特别城市的特别节日！
清晨 6 时的江边，已经人头攒动。 武昌
的临江大道、汉口的沿江大道所有观看横渡
长江的亲水平台， 都被早起的武汉市民占

据，连没有起水点和下水点的汉阳，也有不
少市民聚集在拦江大道晴川饭店附近。
“大江大湖大武汉，横渡长江难道不是
最好的诠释！”执勤了 10 届渡江节的武昌交
警张伟哲，昨晚只睡了一个小时，可他却没
感觉到一丝困意，“被这么多情绪高涨的观
众包围着，我的肾上腺素也在上升，武汉人
对长江的感情真的不一般。 ”
来自全国各地的横渡长江方阵，也带来
了全国各地的拉拉队，他们来到武汉为家乡
方阵助威，也到武汉来旅游，感受武汉这座
城市的新变化。湖南游客陈俊感叹：“你们有
汉马，有武汉网球公开赛，还有渡江节，武汉
人真幸福！ ”

游泳健儿和这座城市都充满着活力
300“幸运儿”知音号上过节
本报讯 （记者 王 东 方 晋 晓 慧）16 日清
晨，武汉市劳模、社区居民共 300 余人登上
“知音号”为渡江节参赛选手加油。“能最真
切地看到游泳健儿们在江中畅游，看到武汉
这座城充满了活力，我们太幸运了！ ”
上午 7 时，船从“知音号”码头开往长江
大桥水域附近停泊，观众在船上观看游泳健
儿们在武昌汉阳门下水和抢渡赛，“知音号”
组织了颇具特色的旗袍美女拉拉队，为渡江
节喝彩。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武汉劳模陆鸣偕
夫人在“知音号”观看渡江节比赛。陆鸣接受
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江是武汉的名
片， 渡江节对武汉这座城市的意义重大，它
吸引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武汉，也让世界更
加了解武汉。
90 岁高龄的著名摄影家张其军受邀来
到“知音号”观看渡江节比赛。 在船上，张老
拿出一本图册，向长江日报记者介绍，“这是
1956 年拍摄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珍贵照片”，
张老回忆：当时他眼疾手快，就按下了快门，
这个场景成了一个不可复制的瞬间。
张老也拍摄了 1957 年武汉市第一次渡

在大桥上观看比赛的外国朋友一起合影
记者许魏巍 摄

江节比赛的照片，时隔多年，再次观看渡江
节，张老十分激动，他感叹：现在长江两岸，
一栋栋建筑拔地而起，风景也越来越美。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妈妈和女儿出游，
我们全家都很珍惜。 ”湖北省劳模姚婕今年
34 岁，是地铁 2 号线汉口火车站中心站长。
“汉口火车站地铁站平均每天客流达 10 万
以上，我们平时很少休息，今天能有机会陪
着家人一起出游，也是对他们的弥补。”姚婕
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得知可以近距离观看比
赛，心情非常激动。 昨晚一家人开心得睡不
着，一大早 5 点就起床赶往码头。 看着选手
在江中奋勇拼搏，她非常敬佩，“今天气温那
么高，水里游泳难度大，参赛选手们敢于挑
战自我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
来自襄阳的赵明月今年 28 岁， 是一位
游泳爱好者， 早上 6 时便来到了知音号码
头：“我是通过在长江日报官微留言取得的
本次船票，今天能在‘知音号’上看横渡长
江，非常幸运，看到选手们在江中畅快游泳，
我也跃跃欲试！ ”
赵明月加入了黄鹤楼冬泳队，“我要多
加练习，争取明年也参加渡江节！ ”

这个渡江梦一做就是 40年
女儿全程见证妈妈梦圆
并没有特别叮嘱什么。“所以得知妈妈要渡
江，我也是全力支持。会有点担心她的安全，
但我更希望她健康、开心。 何况渡江节的安
全措施很到位，不用我操心什么。 ”爱旅游、
爱潜水的兰薰在世界各地都看到过白发苍
苍还在自驾、搏击江河湖海的老人，“运动对
身体健康的作用显而易见，我也希望我的妈
妈和他们一样。 ”
上午近 11 时，方队的成员们陆续横渡
成功，出现在起水点的展板处，兰薰到处搜
寻母亲的身影。“妈妈，妈妈！ ”已经换好衣
服的徐丽娟也看到了女儿，连忙跑了出来。
第一次成功渡江，看得出徐丽娟非常兴奋，
拉着女儿说个不停，“今天真的是天公作
美， 很轻松就游过来了， 感觉一直在顺水
漂，一点都不累。 ”徐丽娟还说起下水前的
小插曲，“可能太紧张了， 我一直不停上厕
所，队长都劝我不要游了，上船算了。 ”徐丽
娟忙向领队“求情”，最后如愿下水，“下了
水就不怕了”。 她和团队一起，保持整齐的
队形成功渡江。
兰薰今年工作较忙， 前段时间一直出
差，没能参与训练，这次只能遗憾地错过。
母女俩约定，有机会一定要一起渡一次江。

长江两岸，哪里是观看横渡长江的
最佳观赏点？ 武汉市民用行动给出答
案：水中、岸边、数十米的高空，处处都
有独特的风景。

武昌汉阳门：
为下水的选手鼓劲
早上 6 点半，武昌临江大道的汉阳
门和中华路人头攒动，大家都在抢占有
利观看点。家住新生路的邓金华夫妇步
行 3 公里后， 在中华路码头的树阴下，
找到一个最佳观赏点，他们带着水和干
粮，准备全程看完所有方阵下水。
8 时 许 ，“Happy birthday to you
……”武昌桥头堡下的渡江节开幕式舞
台处， 响起了庆祝 43 届渡江节的生日
快乐歌。 尽管离开幕式还有半小时，武
昌桥头堡下，护栏外的观众已围得满满
当当。
63 岁的市民汤女士家住汉口百步
亭，为了方便看渡江，她头天晚上就住
进了武昌中华路的同学家，当天起了个
大早，和同学一起赶到下水点，在围栏
前占了个视野不错的有利地形。
离开赛还有半小时，广东来的王满
平阿姨和 40 多名游泳同伴们， 来到汉
阳门下水点的开幕式大屏下拍照留念，
他们统一的装束在观赛人群中显得格
外瞩目。
30 岁的巴基斯坦小伙儿法泽 尔
（音译） 是武汉协和医院心外科的实习
医生，在武汉生活 9 个月了。两天前，他
从一个英语俱乐部群里获悉了渡江节
的消息，兴奋得睡不着觉，大清早 6 点
半，就从同济医学院赶到武昌汉阳门下
水点， 为了感受武汉渡江节的气氛，连
暑期旅游计划都推迟了。
清晨的江风还带着一丝凉意，但武
汉市民的热情已经高涨。 那边，等待下
水的港澳台选手们唱起：“阿里山的姑
娘美如水”， 热情的观众迅速接上：“武
汉的少年壮如山”， 渡江选手方阵一首
一首的拉歌，岸边的武汉观众一遍一遍
的合唱，遥相呼应，热闹极了。
记者从平湖门码头走到红巷码头，
沿途的武昌江滩亲水平台上， 全部都是
里外三层的观赛市民， 他们中有白发老
人，也有被父母抱着的婴孩，不少年轻人
的脸上、手臂上还涂着彩绘，他们用自己
的方式为江水中的游泳健儿们喝彩。

长江大桥：
居高望远的最佳视角

抢渡登陆点，众多市民围观
记者胡冬冬 摄（实习生 许爽 柏雨妮）

记者耿愿
16 日，是徐丽娟一家人的大日子——
—徐
丽娟盼了 40 年的渡江梦， 终于要实现了。
清晨 6 时不到，同在医院工作的 26 岁女儿
兰薰和她一道起床， 全程陪同母亲的圆梦
之旅。
徐丽娟说，12 岁时，自己就有同学朋友
参加了渡江活动，她觉得很光荣，可惜当时
的她不怎么会游泳。 后来工作、结婚、生女，
渡江的梦想也转到了女儿身上。“从小我就
带她去游泳，她后来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
谈起女儿，徐丽娟满是骄傲。
兰薰乘坐武汉广电方队的大巴将徐丽
娟送到了下水点汉阳门，匆匆过了个早，又
打车赶往起水点汉口江滩三阳广场。 10 时
30 分左右， 她就站在起水点的安全围栏
外， 等待着母亲凯旋，“妈妈上午还有点紧
张呢。 ”
兰薰对眼前的情景并不陌生， 去年，她
也通过了渡江测试，在同一个方队里准备参
加渡江节。 由于天气原因， 渡江节取消，但
去年 7 月 16 日， 她还是和方队里的几位老
师傅一起试渡了一把。“因为是临时起意，
自己打了个车就去了， 妈妈没有送我。 ”兰
薰笑说，母亲从小对自己就是半放养状态，

2017年 7月 16日，人们在长江大桥上观看选手们横渡长江

跟随群众方队摄影摄像的泳者

记者李葳 摄

武昌交通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张
伟哲为渡江节护航了十届，哪里是看横
渡长江的最佳视角，他很有心得，“看选
手们下水，肯定是汉阳门和中华路码头
最清晰，但要说看游泳方阵最震撼的角
度，肯定还是长江大桥上。 ”
早上 7 时多，长江大桥武昌上桥处
就挤满了观看渡江节的市民。以黄鹤楼
景区为起点，大桥往汉阳门一侧的步道
上，观众挤得满满当当，排成一长溜远
远看不到头。
武昌桥头堡处是观看下水的最佳
视野， 此时这里已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乌压压一片手机和“长枪短炮”，正对着
江面取景，拍摄最壮观的画面。
从长江大桥下往上看，
“
长江主轴荟
聚泳坛群英”
“
武汉名城喜迎渡江盛会”，
两个数十米高的横幅， 从武昌桥头堡悬
挂下来，一垂到底，十分壮观。公路、铁路
的两排护栏， 也挂满了毛主席水调歌头
的诗词和助威口号：“不管风吹浪打，胜
似闲庭信步”
“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
舒”
“
渡江选手好样的！ ”……
上午 9 时许，武昌桥头堡的步行上
桥口实施了临时管制，大三学生赵佳平
满头大汗地拉住执勤交警：“警察同志，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上大桥？我们学校的
方阵要下水了，我要去照相。”交警往解
放路的方向指了指说，“司门口还可以
上桥，赶紧去！ ”
站在大桥上观赛的人群中，有不少
外地游客，他们对武汉渡江节的历史不
甚了解，但没关系，几乎每个武汉人都
能说一两个横渡长江的故事，讲的人自
豪神奇，听的人津津有味。
长江大桥上不仅有驻足的观众，
还有来来往往的公交车， 几乎所有公
交车上的乘客都伸着脖子、 探着脑袋
往江面上看，隔着窗子用手机拍，武汉
人都用自己的视角关注着长江上举行
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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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三阳广场：
迎接勇士凯旋
16 日上午 9 时 40 分，汉口江滩三
阳广场上，一个巨大的“凯”字和一个
同样巨大的“旋”字，夹出了一道凯旋
之门。
火辣的太阳挡不住市民迎接勇士
凯旋的脚步。热情的市民挤在三阳广场
起水点护栏外，白发苍苍的老人不停地
摇着扇子， 年轻的母亲抱着年幼的孩
子。他们有的满头大汗，有的汗流浃背，
已经等待了两个多小时的人们，顾不得
久站产生的疲劳，也顾不得汗水沾着汗
水的尴尬，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望向
凯旋门外的江面。
浩瀚的长江滚滚东去，白云点缀着
无垠的蓝天。在建的 636 米绿地中心大
厦高耸入云， 炎炎烈日炙烤着大江两
岸。 江面上所有的船只都定住了，江面
上偶尔吹来的阵阵江风，夹杂着淡淡的
味道，拂过三阳广场上的人们。 喜庆的
锣鼓声回荡在空中，整个三阳广场沉浸
在一片热辣的节日气氛之中。
“来了来了！”当“长江横渡”的四个
字出现在江面上时，护栏外等待已久的
人们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并且举
起了手机一顿狂拍。这是由海军工程大
学的勇士组成的领游方阵，随着他们的
凯旋， 北京市等 50 个横渡勇士方阵陆
续抵达终点。
“他是我的儿子，他今年 21 岁，他
今年第一次横渡长江，横渡长江不仅是
一个挑战，也是一份荣誉，我们全家都
为他感到自豪， 所以今天我们全家，包
括 70 多岁的爷爷奶奶都来迎接他。”市
民李建国指着一个刚刚上岸的帅小伙
高兴地告诉长江日报记者。
每一个方阵登岸时，都会以他们独
特的方式进行庆祝， 有的唱起了队歌，
有的喊起了口号。每一个方阵的勇士走
进凯旋门后，等待已久的亲人都会冲上
去与他们合影，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
开心的笑容。
12 时许， 随着最后一个方阵的勇
士踏进凯旋门，知音号拉响一声长长的
汽笛，响彻大江两岸，向人们宣告所有
参加本届渡江节的 5000 多名勇士全部
抵达终点。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渡江节好热
闹，最有节日的气氛”，连续四届观看渡
江节的市民张萍说，“渡江节是武汉的
一块金字招牌，相信明年会更好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