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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08 年残奥会综述：超过 100 项世界纪录被改写
9 月 17 日晚，北京 2008 年残奥会闭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新华网北京９
月１７日奥运专电（记者张薇 沈楠）当１４７个国家和地区的残疾人运动员１７日再度汇
聚“鸟巢”，６日晚点燃的北京残奥会圣火也在４７３枚“金镶玉”各归其主后熄灭。虽然
４０００多名参赛选手或是先天不幸，或是后天噩运；或是肢体残缺，或是无缘光明，但他
们展现出的超强技艺、顽强意志、自强精神，都让以“超越、融合、共享”为理念的本届残
奥会绽放出无限光辉。
东道主中国继４年前以６３金４６银和３２铜首次登上残奥会奖牌榜榜首后，又在本土
作战的本次盛会上惊人地拿下８９金７０银５２铜，超出第二名英国多达４７枚金牌。美国
以３６金位列第三。前三名与４年前相同，３个代表团的金牌以及奖牌总数较上届均有所增
加。第四到第六名分别是乌克兰、澳大利亚和南非。有奖牌入账的代表团达到７６个，比雅
典时增加２个。
超越自我 超越极限
和健全人相比，他们很不幸。比如连夺３金的南非“刀锋战士”奥斯卡·皮斯托瑞斯生
来缺少腓骨和踝骨，１１个月大时便被截掉了膝盖以下的腿部；继雅典７金辉煌后又在北京
拿下４枚游泳金牌的美国姑娘艾琳·波波维奇先天软骨发育不全、身高只有１米３４；成功
蝉联男子三级跳远和跳远冠军的中国军人李端因为一个过期灭火器的意外爆炸，１２年来眼
前都是一片漆黑……他们都没有轻易地被不幸所击垮，怎样的残缺都无法阻止他们超越自
我、超越极限。
自７日２０个大项的比赛陆续开始后，世界纪录、残奥会纪录就不断被刷新。无论是田
径选手聚集的“鸟巢”，还是游泳健儿相约的“水立方”，都有超过１００项世界纪录被改
写。然而，就像撑竿跳高“女皇”伊辛巴耶娃表示“只有天空才是我的极限”，“超级飞鱼”
菲尔普斯在拿下北京奥运会８金后依然不认为自己已至巅峰一样，残奥健儿也都有他们的远
大理想。
残奥“八朝元老”、瑞典枪手雅各布森在北京收获３金，从而将个人收集的残奥金牌积
累到了１６枚，其中他在北京射落的第１４枚金牌，资格赛以及决赛成绩都与北京奥运会冠
军、印度选手宾德拉的完全一样。南非姑娘纳塔莉·杜托伊特因７年前的一场车祸失去了左
小腿，但３个月后便重返泳池的她不仅在雅典横扫５金，而且在４年后的北京重复了同样的
显赫战绩。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她凭借实力游进了２５人参加的北京奥运会女子１０公里
公开水域赛场，因为她一直都坚定地告诉自己
“我是一个游泳选手，而不只是残疾人运动员”。
当这些残疾人运动员克服生理上的障碍登上竞技的舞台，他们已经超越了自我；但他们
并未就此停步，“更快、更高、更强”同样是他们的不懈追求。
融合互助 融合互敬
健全人与残疾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残奥会虽然是为残疾人运动员展现风采、
交流沟通而搭建的平台，但却少不了健全人的融入。这种融合，让残奥会在体育竞赛之外有
了更深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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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盲人自行车选手和盲人竞赛选手来说，领航员和领跑员就是他们在赛场上的“眼睛”。
中国盲人姑娘吴春苗在夺得百米冠军后，把金牌挂在了领跑员李佳雨脖子上，只因她“听说
没有颁给领跑员的金牌很失望，但金牌也有他的一份”。
残疾人与健全人的融合，并非健全人协助残疾人的“单箭头”活动。从北京奥运会到残
奥会，共有６３名残疾人志愿者直接在赛场上提供服务。而在数千名参与残奥会报道的记者
当中，也有４０多名残疾人记者。
坐在轮椅上的齐凯利是一名在举重馆工作的志愿者。这个１９岁时脊髓意外损伤而在轮
椅上坐了１６年的网站编辑说：“以前都是被别人服务，现在有幸服务大家，很开心。”
对于志愿者队伍中的主力军——大学生，他们在为残奥会和残疾人运动员服务的过程
中，也接受了珍贵的精神洗礼。坐式排球赛场志愿者经理、中国农大校团委副书记庆兆坤就
表示：“我们服务运动员，运动员感染、教育我们，咱们这是谁帮谁呀！”
同时，数以万计涌入“鸟巢”、“水立方”等残奥赛场的观众，在近距离欣赏残疾人运
动员挑战自我的过程中收获了感动、震撼以及对残疾人甚至生命更多的理解。
当“刀锋战士”站上红色跑道，几万名全场观众几乎都站起来为他鼓掌；而当他以风一
样的速度冲过终点，这个２１岁的“无腿飞人”享受到了更热烈的欢呼声以及环绕全场的人
浪。“非常多的人为我鼓掌，我觉得运动员就是为这些人存在的，”皮斯托瑞斯说。“有几
万名观众为你喝彩，你很难表现不出色。”
运动员享受观众的热情支持，观众则从残疾人运动员身上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有观众
在观赛后感叹，看残疾人运动员比赛“太震撼了，能让你感受到生命的尊严，一种非比寻常
的力量和震撼”。
共享盛会 共享社会
9 月 17 日，英国代表团举着“谢谢中国”的横幅进场。当日，北京 2008 年残奥会闭
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 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从２３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００多名运动员参加的第一届残奥会开始，残奥会历经４８年
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对它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按照“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承诺，
中国在７年的筹备工作中倾注无数心血，残疾人运动员的感谢之声就是对北京残奥会精心准
备的最大肯定和回报。
瑞典轮椅篮球队以及伊朗七人制（脑瘫）足球队都曾在赛场打出“谢谢中国”的标语。
伊朗足球队队员马希尼告诉记者：“这个条幅主要表达了我们对中国的感情，因为中国人民
在这几天的比赛中对我们太热情了。”国际残奥委会主席菲利普·克雷文在残奥会闭幕当天
也表示，两个奥运，同样精彩；为此“我也想感谢中国政府、北京市政府、北京奥组委以及
残奥会的三个赛区的所有有关人员，感谢你们”。
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杨树安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残奥会筹备过程中，北京奥组
委投入了比奥运会更多的人力和资源来确保赛事的顺畅进行。他坦言，残奥会竞赛管理方面
的协调工作更加复杂。残奥会２０个大项中，国际残奥委会直接负责的只有４个，其他项目
从属不同体育组织。“各个组织的管理方式不同，而要在残奥会上执行统一标准，需要在很
多方面进行协调。这是与奥运会不同的，也是有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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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残奥会举办的意义绝对不仅是带给残疾人运动员一个四年一次、持续１０余天的
大Ｐａｒｔｙ（聚会）。克雷文说，就北京残奥会而言，这是能带来变革的催化剂。我们看
到，以前没有做到的，在这里做到了，不只是实际的进步，而且是思想、想法上的进步，人
们对于残疾人更加关注，残疾人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也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能够以
中国为榜样。
借由残奥会，北京把“无障碍”的概念延伸到赛场内外。除了北京残奥会各竞赛场馆及
残奥村等非竞赛场馆无障碍设施全部达标外，北京的重点景区、宾馆、饭店、银行、医院等
公共服务设施，都实现了通行无障碍。另外，北京市政府专门出台了《关于奥运会和残奥会
期间导盲犬使用和管理的通告》，规定导盲犬作为特殊犬类，被允许随盲人出入所有比赛场
馆、竞赛场和公共场所。尽管只是临时的法规，但残奥会无疑为中国导盲犬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一个契机。
１１天比赛中数百人次打破世界纪录很惊人，１１天里残疾人运动员、志愿者以及观众
的融合很温情，而一个让残疾人可以自由出行的城市、
一种让他们可以随心享受的社会生活，
才是借助残奥会创造的最美好的未来。（信息来源：新华网）

写在北京 2008 年残奥会闭幕前夕：两个奥运 同样精彩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６日“中国履行了诺言，北京残奥会办得和奥运会一样精彩，让世界
惊喜。”残奥会赛程过半之际，塞内加尔全国残联主席赛内·哈涅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这是１３亿中国人对全世界的庄严承诺；两个奥运，同样精
彩――这是全世界对北京重诺践诺的充分肯定。
同样的后勤保障、同样美丽的场馆、同样欢呼的人群、同样热情周到的志愿者……１３
亿中国人和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一起，共同谱写着奥林匹克历史上精彩的
“北京乐章”。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是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重诺践诺，中国人为实现这一目标做
出了不懈的努力，赢得全世界的赞誉
“我真的看到了，两个奥运，同样精彩！”９月７日深夜，当残奥会圣火在国家体育场上
空熊熊燃烧起来，一位网友在网上兴奋地留言。
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美丽的奥林匹克》，到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狂欢的ＰＡＲＴ
Ｙ》，再到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和梦一起飞》，中国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创意，一次次带给
世界惊喜。９月８日出版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北京残奥会开幕式确实实现了“两个
奥运，同样精彩”的承诺。

同时筹办、同样精彩――这是筹办和举办“两个奥运”的要求，

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郑重承诺。
一诺千金。为办好“两个奥运”，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胡锦涛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奥运工程现场进行考察，提出要求。赛事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
多次出现在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比赛现场上，为运动员助威加油。
一诺千金。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由同一组委会――北京奥组委共同筹办，这为实现“两
个奥运，同样精彩”的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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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千金。思想上同样重视、工作上同样抓紧、作风上同样抓实、措施上同样抓细，７
年来，为实现“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承诺，组织者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４日，北京奥组委在北京正式发布了北京２００８年残奥会奖牌式
样。“金镶玉”的设计创意、造型与北京奥运会奖牌一脉相承，体现了“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的要求，完美诠释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
从奖牌设计到开闭幕式，从场馆建设到奥运村、残奥村的规划，从城市环境创建到赛事
组织，北京奥组委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北京奥运会期间，从“鸟巢”到“水立方”，梦幻般的
场馆赢得了各国运动员的赞誉。而在整个残奥会期间，２０个北京残奥会竞赛场馆和６个独
立训练场馆全部利用了奥运会的比赛和训练场馆。为满足残疾人运动员的需求，这些场馆在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迅速进入了转换期，共配备２００余台电梯、滚梯等无障碍电梯，设置了
３２９个永久无障碍卫生间、３０２个临时无障碍卫生间、２４７６个无障碍席位……
与奥运场馆转换同时开始的，还有奥运村的转换――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仅仅经过２６
个小时，被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称赞为“历史上最好的奥运村”，就迅速“变身”为残奥村并预
开村。跟奥运村相比，残奥村更注重细节，注重人文关怀。为方便残疾人运动员出入，残奥
村每栋公寓只使用１到３层；房间内，开关和挂钩的高度降低，无障碍的淋浴区里增加了浴
凳、洗手池，马桶两边安装了扶手架；在餐厅，工作人员将通道拓宽，重新调整桌椅和取餐
台的设置……
无论是北京奥运会，还是残奥会，志愿者始终是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给人们留下了深
刻印象。瑞典游客威特勒说，现在的北京到处都是志愿者，给他的旅游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我真希望，北京天天都是奥运会”。
从筹办到举办，“两个奥运”的相关组织工作，得到了国际残奥委会和有关国家奥委会的
同声赞誉――“北京残奥会的举办得到北京市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与北京奥组委
的合作，堪称是历届残奥会最成功的一次。”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际残奥委会体育部执
行主任格里维姆博格面对各国媒体表示。
持续观察北京残奥会的南非奥委会第二副主席亚历山大说，中国政府对残奥会的重视丝
毫不逊色于奥运会，中国正以实际行动兑现“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承诺。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从奥运赛场到残奥赛场，全世界的运动员，无论残健，共
同铸就精彩绝伦的奥林匹克“北京篇章”
这是北京奥运会的精彩瞬间－－马拉松游泳比赛中，失去左小腿的南非运动员纳塔莉０
ｆｂ杜托伊特与健全运动员同场竞技，在２５位选手中取得了第１６名的成绩。
这是北京残奥会的动人时刻－－纳塔莉０ｆｂ杜托伊特在女子１００米蝶泳Ｓ９级和
女子１００米自由泳Ｓ９级等比赛中五次夺魁。
“独腿女飞鱼”连接着两个奥运，也展示着两个奥运的精彩。无论是健全运动员还是残疾
人运动员，都在追求着“更快、更高、更强”的梦想。
奥运会上，精彩无限――“飞人”博尔特以９秒６９轻取男子１００米金牌；“飞鱼”菲尔
普斯勇夺８块金牌，创造了一届奥运会个人获得金牌数的新纪录……刷新３８项世界纪录、
８５项奥运会纪录，北京奥运会上，运动员们奏响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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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会上，同样精彩无限――在男子Ｔ４４级１００米决赛中，“刀锋战士”皮斯托瑞斯
在起跑失误的情况下竟然后来居上，惊险夺冠；瑞典残疾人射击选手乔纳斯０ｆｂ雅各布森
获得男子气步枪冠军的成绩与奥运会冠军、印度“神枪”宾德拉一环不差……
９月７日，残奥会开赛当天，就有１８项世界纪录被刷新；次日，“水立方”里有１４人
次打破１１项世界纪录，“鸟巢”中也有１４个级别出现了超世界纪录的成绩……残奥会上，
世界纪录成了“易碎品”。
谈起优秀运动员频频打破纪录，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克雷文表示，这是因为在中国举办本
届赛事的缘故。“这是一届非常了不起的残奥会。”他说，“和奥运会一样，残奥会也代表着
世界顶级体育竞技水平。”
观众的现场感受最有说服力――“比赛的精彩程度竟然超乎想像，比赛节奏很快，队员
竞技水平之高令人诧异。”新华网友“Ｃｉｎ”在现场观看女子轮椅篮球比赛后说。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精彩的“内容”各有不同――奥运会上，人们更多地感受着“更快、
更高、更强”的意义；残奥会上，除了“更快、更高、更强”之外，人们感受更多的是生命的
顽强和不屈，残疾人用不完美的身躯实践着“超越、融合、共享”的残奥会理念。“只要站在
了跑道上，他们就已经获得了人生的金牌。”
两个奥运，观众的表现同样精彩――无论是北京奥运会还是残奥会，票都销售一空，残
奥会甚至还多次追加售票；无论是奥运会还是残奥会，观众的加油声和掌声无私地送给每一
个在场上拼搏的运动员。一次次人浪，一次次呐喊，观众们用自己的方式向运动员们表达着
感动和敬意。
残奥会的精彩之处，更多地体现在对残疾人运动员的尊重上：
从场馆设施到志愿者服务，
处处考虑残疾运动员和残疾人士的特殊需求；观赛时，在志愿者的引导下，观众更加注意观
赛礼仪，如盲人足球比赛时，赛场内一片寂静，因为运动员们要靠“听”来踢球……
看到那么多观众，听到那么响亮的喝彩，习惯了“寂寞”的立陶宛坐式排球姑娘们一开场
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七人制足球赛第一轮比赛中，伊朗队取胜后竟然跪谢现场观众；瑞典
男子轮椅篮球队在获胜后打出“谢谢！中国！”的横幅。
“太震撼了！两个奥运会，你都会发现一种非比寻常的力量和震撼，都能让你感受到生
命的尊严。所有的运动员都是明星，我们应该学会欣赏这种感动的美丽。”带着８岁的儿子，
刚从“水立方”看完残奥会游泳比赛的观众包建军兴奋地说。
别样奥运，同样精彩。精神之光、人性之光在奥运赛场内外闪耀，感动中国，也感动
世界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共同口号。
同属一个世界，共圆美好梦想――这是残疾人与健全人的共同追求。
为了共同的梦想，无论是健全运动员还是残疾运动员，都在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竞技
场上，闪烁着精神之光、人性之光。
顽强不屈、勇于拼搏的精神在赛场上闪耀――奥运会上，杜丽在卫冕失利的情况下并没
有倒下，而是继续拼搏，以创奥运会纪录的成绩站在了女子步枪三姿比赛的最高领奖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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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举重６９公斤级决赛中，韩国选手李培永第一次挺举就腿部受伤，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忍痛继续走上举重台……
残奥会上，失去双手的德国骑手贝蒂娜０ｆｂ艾斯特尔靠牙齿紧咬缰绳，与坐骑漂亮地
演出了一场撼动人心的“舞蹈”，场内掌声如潮。她只是残奥会上４０００多位运动员的代表，
所有运动员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什么叫“顽强拼搏”，什么叫“坚强不屈”。
团结友爱、共求进步的精神在赛场上闪耀――
奥运会上，当美国选手埃蒙斯射失最后一枪、痛失金牌时，幸运夺冠的中国选手邱健上
前拥抱，表示安慰。而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女子气手枪选手的相拥相吻、俄格两国女子沙滩排
球队员的微笑拥抱，更是成为人们永恒的记忆瞬间。
残奥会上，女子２００米Ｔ４４级的决赛中，法国选手菲尔虽然被摔倒在地的美国名将
霍姆斯绊倒，
却没有埋怨和责怪，
反而是第一时间安慰情绪低落的霍姆斯并献上热情的拥抱。
残奥会上类似的画面还有许许多多。在这里，比赛成绩不再重要，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和追
求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共同在竞技场上得到升华。
从竞赛场地一次次响起的生日歌，到一幕幕拼搏的场景和感人的画面，残奥会上所迸发
的人性光辉，和奥运会无数动人场景一样，让我们加深了对“人”的认识，对生命意义的探究。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精神之光和人性之光，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
“奥运会赛场上有着太多令人难忘的故事，有成功有失意，有顽强有感动，而这正是奥
林匹克的精神。”孟加拉国《每日星报》一篇文章指出，这是“一场着实令人难忘的盛会”。
“残奥会注定是充盈生命感动、缔造动人奇迹的盛会；是彰显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精神
的盛会；是体现人性光辉、表现人文情怀的盛会。”中国网民“晚风拂襟”这样认为。
…… ……
“我们应该怀着一种‘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心态，去办残奥会，去观赏残奥会，去理解
残奥会运动员。”残奥会倒计时１００天之际，“轮椅上的天使”金晶曾经许下这样一个愿望。
１００多天之后，她的这个愿望已经变成现实――“规模是空前的，志愿者的服务是空
前的，观众的热情是空前的，比赛成绩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金元浦说，“我们做到了同样精彩。”
如果说北京奥运会给了世界一个惊喜，那么，残奥会也让世人在这个季节里点燃了激情，
开始梦想――点燃激情，实现梦想。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下，同样精彩的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注定将镌刻在奥林匹克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纪念碑上，永远激励着人们，无论是残疾人还是健
全人，都挺起脊梁，不断向前！（信息来源：新华网）

残奥会比赛落幕 中国代表团列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奥运专电(记者叶锋 周慧敏) 17 日，北京残奥会落下帷幕。中
国体育代表团的 332 名运动员参加了全部 20 个大项的比赛，一共获得金牌 89 枚，银牌 70
枚，铜牌 52 枚，奖牌总数达到 211 枚，位列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中国体育代表团执行
副团长、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体育部主任贾勇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这一成绩实现了历史性
的新跨越，反映了中国残疾人体育整体实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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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雅典残奥会上相比，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残奥会上获得的金牌数和奖牌数分别增加
了 26 枚和 70 枚，两者都是中国参加残奥会以来单届最多。
17 日，在北京残奥会主新闻中心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贾勇介绍，中国体育代表
团在北京残奥会赛场上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获金牌和奖牌的数目增加，获奖面拓宽。
代表团所获金牌大项由雅典残奥会的 9 个扩大到 11 个，赛艇、盲人门球、竞速轮椅等项目
都是首次在残奥会上夺金。
二是优势项目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中国残奥运动员在田径、游泳、乒乓、举重等四个传
统优势项目上分别获得金牌 38 枚、13 枚、13 金和 9 枚，占代表团金牌总数的 82%。
三是潜优势项目成绩突出，比如盲人柔道、射箭、轮椅击剑等项目获得金牌数较上届有
较大提高。
四是集体项目整体水平获得重大突破。除坐式排球女队外，其余的集体项目队伍均为首
次参加残奥会，盲人门球男女队分获金、银牌，盲人足球力克群雄，进入决赛并获得银牌。
坐式女排在赛场上发扬了拼搏精神，五战五胜、成功卫冕。坐式男排也打出历史最高水平。
五是赛艇等项目取得重大突破。赛艇组队仅两年，四个项目均进入决赛，并夺得１枚金
牌。田径轮椅竞速队异军突起，勇夺 10 枚金牌，并打破 9 项世界纪录。马术运动员彭裕连
在 40 多名参赛选手中获得第六名。帆船、硬地滚球队虽是首次亮相，也有不俗表现。
贾勇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在北京残奥会上取得出色的成绩，得益于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和文明进步，党和政府的重视、支持，残奥会高水平的组织工作，媒体关注和全国人民的
极大支持，以及运动员自强不息的拼搏和体育工作者的真诚奉献。(信息来源：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北京 2008 年残奥会中国体育
代表团的贺信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７日奥运专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北京２００８年残奥会中国体育
代表团的贺信，全文如下：
北京２００８年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我国残奥健儿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残奥会上，自
强不息，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奋勇争先，取得了８９枚金牌、７０枚银牌、５２枚铜牌，
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为祖国赢得了重大荣誉，谱写了我国残疾
人体育事业发展新篇章，为实现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党中央、国务院
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在北京残奥会赛场上，我国残奥健儿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再一次向世界
充分展示了我国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良好形象，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的精神风貌，为弘扬残奥精神、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极大
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祖国为你们骄傲，人民为你们自豪！
希望你们认真总结经验，发扬优良传统，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竞技水平，进一步推动我
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帮助广大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文明进步成果，为祖国和
人民再创佳绩，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再立新
功！（信息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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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残奥会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的伤残士兵,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康复活动,这便是现代
残疾人体育运动的雏形。1948 年英国斯托克•曼德维尔(Stoke Mandeville)国立脊髓损伤中
心举办了残疾人体育比赛,当时只有 16 名坐在轮椅上的伤残士兵参加,此后该运动会每年举
行一次。1952 年,由于荷兰运动员的参加,该运动会演变为国际性体育活动。
1960 年,紧接着夏季奥运会后,来自欧美 23 个国家的约 400 名伤残运动员聚集罗马,举
办首次世界残疾人运动会。
1976 年,国际残疾人组织决定,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与世界残疾人运动会合并,在加
拿大的多伦多举办了第一届国际伤残人士奥运会,来自 38 个国家的 1657 名残疾人运动员参
加了比赛。1988 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必须在同一城市举行。2000 年,
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签署协议规定:申办奥运会的城市,必须同时申办残奥会；奥运会
后一个月内,在奥运会举办城市的奥运场地举行残疾人奥运会。
从 1960 年至 2005 年已举办了 12 届夏季残奥会和 8 届冬季残奥会。(文字来源:《残疾
人体育基本知识导读》 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编)

克雷文：北京残奥会精彩成功 世界应以中国为榜样
新华网北京 9 月 17 日电（倪宏）“本届残奥会非常精彩，非常成功。”国际残奥委会主
席菲利普·克雷文 17 日表示，“我们希望世界上所有国家在残疾人事业发展方面能够以中国
为榜样。”
克雷文在北京奥组委、国际残奥委会联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有 5500 多名记者报道
北京残奥会，电视转播时间达 1000 多个小时，比历届残奥会都高。比赛场馆上座率非常高，
开幕式、闭幕式门票早已售完，所有游泳项目以及大部分田径项目的门票也都卖完，北京残
奥会的组织工作非常精彩。
对志愿者热情周到的服务，克雷文印象深刻并非常满意。他说：“我们在北京、青岛、
香港等地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倍感温暖，接待的质量如此之高，所有的志愿者都面带微笑，
他们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微笑。我们发现他们对外部世界了解非常多，非常国际化。我也想
感谢中国政府、北京市政府、北京奥组委以及北京、青岛、香港三个主要赛区的所有有关人
员，感谢你们。”
克雷文高度评价了北京残奥会给残疾人事业发展带来的推动作用，他说：“我们能看到
关于北京残奥会的大量报道，以前没有做到的，北京做到了。这不仅是某项工作的进步，更
是人们思想上的进步。社会对残疾人更加关注，残疾人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希望世界
上所有国家在残疾人事业发展方面能够以中国为榜样。” （信息来源：新华网）

游泳综述：泳池大战落下大幕 中国水军完美收官
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５日奥运专电（记者赵仁伟、周欣）经过９天鏖战，北京残奥会游泳
比赛１５日在“水立方”落下大幕。中国队在最后一天比赛中表现上佳，揽得三枚金牌，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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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１３金２２银１７铜的成绩在奖牌榜上位居次席，奖牌总数则列各队之首。整体实力强大
的美国队以１７金１４银１３铜成为游泳比赛中的最大赢家。
在当天决出的１７枚金牌中，最令现场观众激动的是最后进行的男子４Ｘ５０米混合泳
接力（２０分）比赛。身处第七泳道的４位中国小伙杜剑平、唐元、许庆和杨沅润，在开局
不佳的情况下奋力紧追，上演逆转好戏，最终以２分３３秒１５夺金。这个成绩不仅创造了
新的世界纪录，也比获得亚军的巴西队快了６．１６秒。西班牙队获得该项目铜牌。
当晚最幸福的人当属２５岁的浙江金华小伙杜剑平，因为他绝对是“水立方”里的幸运
儿。四肢中只有右臂可以活动的杜剑平在雅典残奥会上就有三金入账，他所在的Ｓ３级也是
肢残级别中残疾程度较为严重的。在７日的首日比赛中，杜剑平在Ｓ３级男子１００米自由
泳决赛中为中国残奥代表团获得第一枚金牌。１５日，他先是在男子５０米仰泳比赛中以４
４秒３１的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冠，随后又在接力比赛中拿到残奥会游泳比赛的最后一金，
可谓“善始善终”。获得４金１银１铜的杜剑平也成为北京残奥会上成绩最为辉煌的中国游泳
选手。
此外，许庆和唐元在接力比赛前参加了Ｓ６级男子５０米自由泳，并包揽冠亚军。许庆
夺金的成绩为２９秒７８，打破了唐元在２００６年创造的世界纪录。唐元以０．２９秒之
差获得银牌。瑞典选手奥尔松名列第三。
截至１５日，北京残奥会上的“金牌王”和“奖牌王”都来自游泳项目。澳大利亚选手马
修·考德里获得５金３银，与获得５金的南非选手娜塔莉·杜托伊特并列个人金牌榜首位。而
获得４金４银１铜的巴西小伙丹尼尔·迪亚斯则是获得奖牌最多的选手。
北京残奥会游泳比赛共决出１４１枚金牌，据官方统计，共有超过１００项世界纪录被
打破。有２５个代表队尝到了金牌的滋味，有３１支队伍拿到了奖牌。在游泳奖牌榜上，乌
克兰以１３金１０银２０铜名列第三，英国、俄罗斯、西班牙获得的金牌数均在１０枚以上。
（信息来源：新华网 ）

赛艇综述：英国获两金 中国选手单子龙/周杨静夺金
新华网北京 9 月 11 日奥运专电(记者贾文军 王集旻) 为期三天的残奥会赛艇比赛 11
日落幕，当天决出了全部四个项目的奖牌。英国队成为最大的赢家，收获 2 金 1 铜。单子
龙/周杨静为中国队夺得 TA 级男女混合双人双桨金牌。
赛艇是首次进入残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组建仅两年半的中国残疾人赛艇队发挥出色，
他们在全部四个项目中都晋级决赛圈，并最终夺得 1 枚金牌。
在首先进行的女子 A 级单人双桨决赛中，世界冠军、英国名将雷恩斯福德一马当先，
出发后就一直保持领先位置。在进入最后 250 米的冲刺区后，雷恩斯福德的领先优势已无
法撼动，最终她以 6 分 12 秒 93 的成绩夺得残奥会赛艇历史上的首枚金牌。
白俄罗斯选手、世锦赛银牌得主沃乔克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施万格获得铜牌。
中国选手张金红获得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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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男子 A 级单人双桨决赛中，实力强劲的英国选手、世界冠军汤姆·阿加力挫众
多高手获得金牌。乌克兰队和以色列队分列第二和第三名。20 岁的广东小伙谭业腾居第四
名。
在连续冲击奖牌未果后，中国队终于在 TA 级男女混合双人双桨决赛中，收获了首枚金
牌。
在第三道出发的单子龙/周杨静虽然出发时稍稍落后，但他们在比赛后半程发力，最终
力压澳大利亚选手，以 4 分 20 秒 69 勇夺金牌。世锦赛冠军、巴西组合桑塔纳/利马夺得铜
牌。
在 LTA 级男女混合四人单桨决赛中，意大利队获得金牌；美国队和英国队分别获得银
牌和铜牌。中国队的黎明、郝彤途、林翠芝、董红岩四名选手合力夺得第五名。（信息来源：
新华网）

五人制足球综述：中国队不敌巴西队获得残奥会亚军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奥运专电(记者王昊飞、岳东兴) 17 日，北京 2008 年残奥会５人
制足球比赛结束最后一天的争夺，中国 5 人制足球队与创造历史擦身而过，在决赛中以 1-2
负于上届冠军巴西队，最终获得亚军。
这是中国足球史上罕见的荣誉。当健全中国男足不断在世界杯外围赛上铩羽而归的时
候，当曾经站在世界巅峰的健全中国女足退步的时候，当健全国奥队在北京奥运会上兵败如
山倒之后，5 人制盲人国足在北京残奥会赛场用 4 胜 1 平 1 负的战绩摘得了一枚沉甸甸的银
牌。
开场之后，双方一改 15 日对阵时的“保留”，一上来就打起对攻，王亚锋和阿尔维斯成
为双方的箭头人物，不断地利用出色的突破威胁着对手的球门。第六分钟，阿尔维斯在中国
队禁区内突破时被拉倒，巴西队获得点球机会，但表现神勇的中国队门将夏征将球扑出。
随后，中国队前锋郑文发替补出场，与王亚锋携手压迫对手城池。第二十四分钟，王亚
锋从中路带球直插禁区，连过两名防守队员后将球打入，1-0。上半场结束前，巴西队球员
曾在中国队门前制造混战，席尔瓦的推射击中门柱。再度“逃过一劫”的中国队以 1-0 结束半
场争夺。
下半场开场仅 5 分钟，巴西队便利用一次定位球敲开了中国队大门，阿尔维斯的罚球像
圆月弯刀一样越过中国队的人墙飞进球门，比分变为 1-1。下半场，中国队在场面上略显被
动，指引员一度因拉扯巴西队门将被裁判出示黄牌，队长李孝强也在一次由守转攻的过程中
被撞伤下场。
最后三分钟，中国队全面收缩防线，意在将对手拖进点球大战。但终场前２５秒钟，王
周彬在后场累计犯规，令巴西队获得在第二罚球点罚球的机会。费利佩一蹴而就，将比分最
终定格为 2-1。
终场哨音响起的刹那，巴西队球员、球迷、记者一片欢腾，中国队这边则是一片消沉。
王亚锋在混合区里有些哽咽地对记者说：“我们已经尽力了，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残奥
会比赛，没有拿到冠军是挺遗憾的，但我对我们的表现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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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与冠军擦身而过，但现场中国观众仍将掌声和呐喊送给英雄们：“中国队，加油！”“中
国队，好样的！”
当日其他场次均是由点球大战决出胜负的。在 50 分钟的激战中，阿根廷队 1-1 战平西
班牙队，英国队 1-1 战平韩国队，最终经过互射点球，阿根廷队和英国队以 2-1 的相同比分
战胜了各自的对手。
6 支球队最终排名为：冠军巴西队、亚军中国队、季军阿根廷队、第四名西班牙队、第
五名英国队、第六名韩国队。（信息来源：新华社）

7 人制足球综述：“东欧双雄”乌克兰俄罗斯会师决赛
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４日奥运专电（记者王昊飞）１４日下午，北京２００８年残奥会７
人制足球比赛半决赛结束争夺，“东欧双雄”乌克兰和俄罗斯队分别战胜巴西队、伊朗队，两
队将在１６日的决赛中一争高下。
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回放”了雅典残奥会７人制足球决赛，因为对阵双方是上届冠军乌
克兰队和上届亚军巴西队。第十五分钟，守候在小禁区内的前锋什克瓦洛接队友传球后推射
得手，为乌克兰队首开纪录。第二十分钟，安东纽克在禁区线附近抢点成功，乌克兰队以２：
０领先半场争夺。
易边再战，巴西队球员在防守凶悍的乌克兰队面前并未打出细腻的配合，反而被安东纽
克等球员抓住机会又连入４球。最终，乌克兰队以６：０战胜巴西队，率先挺进决赛。安东
纽克赛后对记者说：“这不是一场轻松的比赛，我们在上半场消耗了太多体力。我并不觉得
球队是无敌的，但我们有能力去把握一些机会。”
谈及球队能否在１６日的决赛中成功卫冕，安东纽克对记者指出：“我们从本次赛会一
开始就保持着胜利，但我们在决赛中的对手依然会很难对付。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卫冕，但是
你们看到，我们在半决赛中已经消耗了太多的体力，至于决赛时能打出什么状态只能到当天
才知道。”
另一场比赛中，尽管现场的中国观众不断为伊朗队加油，但他们还是被俄罗斯队以５：
０击败，其中有两个球是在补时阶段打入的。库瓦耶夫、波捷欣、图马科夫、列科夫、鲍里
索夫分别在这场比赛中建功。
在当天的五至八名半决赛中，荷兰队以４：２战胜英国队，爱尔兰队以４：１战胜中国
队。１６日，荷兰队将与爱尔兰队进行决定第五和第六名次的比赛，英国队将与中国队争夺
第七名。（信息来源：新华网）

公路自行车综述：瑞士车手弗赖险胜

成第二个“双冠王”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４日奥运专电（记者黄杰 谭晶晶）瑞士车手海因茨·弗赖以１秒的
优势率先冲过重点，拿下了１４日北京残奥会公路自行车男子公路赛ＨＣ Ｂ级（严重下肢
残疾）的冠军，成为该项目上第二个获得两枚金牌的选手。
弗赖以１小时２８分２５秒的成绩率先完成了４８．４公里的比赛，比第二名的德国车
手马克思·韦伯仅仅少耗费了一秒钟。弗赖在１２日该级别的个人计时赛中也获得了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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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赖之前，英国车手戴维·斯通获得了混合个人赛和混合个人计时赛的冠军，成为首
个公路自行车“双冠王”。
现年５０岁的弗赖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每个人在比赛中都关注着我，这让比赛变
得很艰难。对我来说，我不单要骑得快，还要讲究战术。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在最后一个下
坡道的时候确保第一。”
弗赖随后还将参加男子８００米赛跑和马拉松的比赛，他风趣地表示自己是５０岁以上
的残疾人中“跑得最快的。”
“今天的比赛结束后，我再想在赛跑中拿冠军就比较困难了。我的手臂现在还感觉很累。
我原本没打算在马拉松比赛中拿奖牌，但对于我这么一个已经跑过１０２个马拉松赛事的选
手来说，参加比赛才是最重要的。”弗赖说。
ＨＣ Ｂ级别的比赛尽管激烈，却依然比不上ＨＣ

Ｃ级的男子公路赛。三名车手在最

后一个直道同时冲刺并几乎同时冲过终点线。最终南非选手恩斯特·范迪克以０．０１秒的
优势为南非拿到了他们在公路自行车项目上的首枚金牌，两名美国人亚历桑德罗·埃尔伯和
奥兹·桑切斯分获二、三名。
曾经在２００７年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上获得该项目冠军的范迪克表示，金牌弥补了他
在计时赛中得到第四、未能获得奖牌的遗憾。
“我等了１６年，才拿到了这枚残奥会金牌。对我来说，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
两个美国选手在最后的关头一直冲击我的领先位置，还好我坚持了下来。”范迪克说。
白俄罗斯选手伊琳娜·费奥托娃和领航员阿廖娜·德拉兹多娃一起，以将近３分钟的绝对
优势战胜其他选手，获得了女子Ｂ＆ＶＩ（视力残疾）公路赛的冠军。他们的成绩为１小时
５５分３５秒，同时这也是白俄罗斯在该项目上的第一枚北京残奥会金牌。美国和加拿大选
手分获银牌和铜牌。
公路自行车的最后一枚金牌则“花落”波兰队，安杰伊·扎永茨和领航员达留什·弗拉克一
起以１秒钟的优势战胜芬兰车手获得了男子Ｂ＆ＶＩ级别公路赛的金牌。
在最后的金牌榜上，英国队虽然今天没有获得金牌，却依然以５枚金牌排名第一。美国
队以３金４银３铜总共１０枚奖牌排名奖牌榜第一，西班牙队和德国队也各自得到了３枚金
牌。中国队由周菊芳获得了一枚铜牌。
（信息来源：新华网）

举重综述：齐栋夺冠 中国举重队以 9 金收官
新华网北京 9 月 16 日奥运专电（记者苏海萍、李嘉）北京残奥会举重比赛 16 日结束。
在当天进行的男子 100 公斤级和男子 100 公斤以上级两项比赛中，中国队齐栋摘得中国举
重队在本届残奥会上的第九金。
在首先进行的男子 100 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队齐栋第一次成功举起 243 公斤重的杠铃，
打破了该级别的世界纪录，并在之后的两次试举中把这一级别的世界纪录提高到了 247．5
公斤。
此后，排在第二位的尼日利亚选手奥比奥马·达莱斯·阿利格奎和齐栋都再次挑战新纪
录，但均没有成功。赛后，齐栋说：“每次走上比赛场，我都要用英语喊‘老虎’，因为我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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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最强壮的虎。而且‘男人应该像个男人一样去比赛’。”对于未来，齐栋还表示，他将会
参加 2012 年和 2016 年的残奥会。伊朗选手阿里·萨迪克扎德获得该级别铜牌。
男子 100 公斤以上级是北京残奥会举重比赛的最后一项。伊朗选手卡齐姆·拉贾比·戈洛
杰赫第一次试举便以 245 公斤打破了该级别的残奥会纪录，之后又以 257．5 公斤重量打破
了世界纪录。紧接着，戈洛杰赫又申请了第四次试举，并以 265 公斤的成绩再次刷新了世
界纪录。中国队的李兵获得铜牌，澳大利亚的达伦·加德纳获得银牌。
对于今后还能否继续打破世界纪录，戈洛杰赫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打破世界纪录
很容易，但把它保持住却是件困难的事情。”中国队李兵也对自己当天的表现表示满意。他
说，这是自己伤后复出参赛，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不错。
至此，中国举重队以 9 金、2 银、3 铜的成绩名列北京残奥会举重奖牌榜之首，埃及队
以 4 金名列第二，尼日利亚队以 2 金、3 银、1 铜列第三位。（信息来源：新华网）

乒乓球综述：中国队揽得第 13 枚金牌 完美谢幕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６日奥运专电（记者邹大鹏、晁啸）在摘得１６日最后４枚团体金牌
中的３枚后，中国军团在北京残奥会乒乓球项目的金牌总数达到１３枚，占到本届残奥会乒
乓球项目金牌总数的一半以上，完美谢幕。
北京残奥会乒乓球项目共设２４枚金牌，其中单打项目１６枚，团体项目８枚。１６日
是乒乓球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此前已经收获８枚单打金牌和２枚团体金牌。
北京大学体育馆里舞动着一面面五星红旗，现场观众齐声高唱《歌唱祖国》为中国选手
助威；２０多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身着统一的白色Ｔ恤，用稚嫩的童声整齐地喊着“中国队，
加油！”
在如此强烈的主场气氛中，由北京残奥会女单５级个人赛前两名任桂香和顾改组成的中
国队，在女团４－５级决赛中以３：１战胜德国队而夺冠。德国队获得银牌，约旦队名列第
三。
在同样级别的决赛中，任桂香的丈夫张岩领衔的中国男队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与队友郭
兴元最终以１：３不敌韩国队，只能拿到银牌。张岩在最后一局单打中险些胜出将总比分扳
为２：２，但最终被对手以１２：１０反超而错失良机。失利后，这位雅典残奥会金牌得主
痛哭不已。法国队战胜挪威队获得该级别铜牌。
男团６－８级决赛毫无悬念，本届残奥会男单８级个人赛冠军“独腿乒王”陈刚与队友叶
超群３：０战胜斯洛伐克队摘金，“双冠王”陈刚获胜后，单腿支撑转圈跳着舞，不断挥动手
中的球拍，随后倒地掩面庆祝胜利。斯洛伐克队获得银牌。法国队战胜以色列队夺得该级别
铜牌。
在当晚进行的男团９－１０级决赛中，马麟、葛杨组合以３：０轻松战胜西班牙队摘得
桂冠，为北京残奥会乒乓球项目添上了完美的句号。小马麟也终于像大马琳一样站到了冠军
领奖台上。西班牙队获得亚军。法国队在此前的比赛中３：１战胜捷克队拿到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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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宴曲终，但残奥会乒乓球比赛留给人们的感动和震撼却久久回荡，敲击心灵之窗，张
小玲、赖纳·施密特……一个个感人的残疾人故事历久弥香。北京，难说再见，人们期待着这
些乒坛神话在伦敦延续传奇。（信息来源：新华网）

田径综述：雨中鸟巢演夺金大战 “刀锋战士”完美谢幕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６日奥运专电（记者吴俊宽 贾文军）９月１６日，北京残奥会田径
比赛决出了２６枚金牌。尽管晚上比赛时一度大雨滂沱，但是运动员并没有受到雨水的过多
影响，共打破１５项、平一项世界纪录。来自南非的“刀锋战士”奥斯卡·皮斯托瑞斯收获了
个人本届残奥会的第三金。
在１６日最后进行的一场压轴大战中，“跳级”出战的“刀锋战士”奥斯卡·皮斯托瑞斯以４
７秒４９的成绩获得男子Ｔ４４级４００米的金牌，不但打破了Ｔ４３级世界纪录，还为自
己的北京之行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他在北京残奥会上包揽了Ｔ４４级１００、２００、
４００米三项冠军。
赛前皮斯托瑞斯就曾表示，４００米是自己最擅长的项目，他会跑出“一个比较理想的
成绩”。比赛中，“刀锋战士”没有食言。尽管是决赛中唯一的一个Ｔ４３级选手，皮斯托瑞
斯凭借着惊人的后程冲刺能力逐渐与对手拉开差距，并以绝对优势夺冠。
在“刀锋战士”的带领下，南非队也成为当天田径场上的最大赢家，共获得四枚金牌。
中国军团的夺金势头有所削弱，有三枚金牌入账。不过这三枚金牌的含金量都很高。来
自天津的Ｔ３６级女运动员王芳在疾风骤雨中以１３秒８２的成绩打破了自己保持的１０
０米世界纪录。
夺冠后王芳兴奋地说：“今天，我在热身时有些受到雨的影响。我当时有些紧张，担心
跑道很滑，跑的时候也的确感觉有点滑。我只是想着尽全力跑好比赛，没想到在这种条件下
能够打破世界纪录！”
四年前，王芳在雅典残奥会上包揽了这个级别１００米、２００米两枚金牌，并打破了
这两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四年之后，王芳在北京残奥会上又在这两个项目上成功卫冕。
在男子Ｔ１１－１３级４Ｘ１００米接力比赛中，中国选手刘向坤、李强、李岩松和杨
育青以４２秒７５的成绩刷新了由中国队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女子Ｔ５３－５４级４Ｘ
１００米比赛中，黄丽莎、董红娇、刘文君和张婷同样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摘得金牌，她们
的夺冠成绩为５７秒６１。
１６日的田径比赛中，美国和巴西选手各获两金。另外１５枚金牌分别被俄罗斯、澳大
利亚、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爱尔兰、加拿大、芬兰、尼日利亚、白俄罗斯、墨西哥、
摩洛哥、伊朗和日本选手瓜分。（信息来源：新华网）

轮椅击剑综述：中国再取一金收官 法国捍卫欧洲荣誉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奥运专电(记者王恒志 刘阳) 北京残奥会轮椅击剑 17 日结束最
后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取一金，将本队金牌数增加到惊人的 6 枚，这枚金牌也是中国代表团
在本届残奥会上的收官之金。法国人则捍卫了欧洲击剑的荣誉，在北京残奥会最后一金的争
夺中，为欧洲赢得本届残奥会轮椅击剑项目唯一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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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残奥会轮椅击剑项目完全成了中国人的天下，在此前八个小项的比赛中，中国队豪
取五金，中国香港队拿下另外三金，此外他们还联手获得了六枚银牌和三枚铜牌。轮椅击剑
17 日最后两个项目的比赛是北京残奥会最后决出金牌的项目，结果中国人继续着优异的表
现，两名中国选手会师男子个人佩剑Ａ级决赛，中国香港选手许赞红也闯进男子个人佩剑Ｂ
级决赛。
中国队的“内战”一波三折，叶如意和田建全两名选手此前分别为中国拿到一金，此战的
胜者将成为中国队第二名夺得两金的选手，此前胡道亮已经拿到两金。在 3-8 落后的情况下，
21 岁的叶如意一直将比分追到 8-9，在 12 平后叶如意连得两分获得赛点，但年仅 18 岁的
田建全顽强地将比分改写为 14 平。
最后一剑决定胜负，这次叶如意赢得了关键的一剑，以 15-14 涉险胜出。上届残奥会冠
军、意大利选手阿尔贝托·佩莱格里尼获得铜牌。叶如意的这枚金牌也成为中国代表团在本
届残奥会上的收官之金。
叶如意赛后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在北京残奥会上获得两枚金牌，此刻他最想告诉他的教
练和支持者们，是他们帮助他在这里梦想成真。“至于为中国队获得本届残奥会最后一金，
我很荣幸也很高兴能获得这样的机会，”他说。
男子个人佩剑Ｂ级决赛在中国香港选手许赞红和法国选手洛朗·弗朗索瓦之间展开，这
也是本届残奥会最后决出的一枚金牌。
上届残奥会该级别亚军许赞红是在逆转击败另一名法国选手马克－安德烈·克拉泰雷后
晋级决赛的。不过在决赛中，弗朗索瓦基本没有给许赞红机会，15-9，弗朗索瓦为法国队争
得一金，同时这也是北京残奥会轮椅击剑项目唯一从中国人手中“旁落”的金牌。乌克兰选手
谢尔盖·申克维奇获得铜牌。
弗朗索瓦赛后兴奋地表示，这枚金牌正是“我所期待的”。他说：“我一直告诉自己‘你必
须要赢’，我从没怀疑过自己，但当结果来临的时候仍然令我激动。能获得本届残奥会最后
一金让我十分满意。我想我会继续坚持到伦敦残奥会。” （信息来源：新华社）

北京残奥会马术比赛综述：两个马术比赛同样精彩
新华网香港９月１１日奥运专电（记者徐征 王敬中）随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将
团体金牌颁发给英国队的四名骑手，北京残奥会马术比赛在香港沙田马术赛场落下帷幕。来
自欧洲的队伍再次显示出在马术项目上的强大实力，获得了１１枚金牌中的８枚。在举办奥
运会马术比赛获得圆满成功之后，香港再次成功地举办了一届精彩的残奥会马术比赛。
残奥会马术赛场上的传奇人物李·皮尔逊与他的爱马“绅士”又一次延续了他不败的神
话，他在参加的三项比赛中囊括三枚金牌。这样，从２０００年悉尼残奥会以来，他每届比
赛都有三金入账。皮尔逊曾表示，他并不是昙花一现，如此骄人的成绩证明了他所言不虚。
在皮尔逊的带领下，英国队也连续四次摘得团体比赛金牌，锋利的箭头人物再加上强大
的整体实力，让这枚金牌的归属从第一天团体赛开始起就毫无悬念。本届残奥会允许参赛骑
手自带马匹参赛，让英国队如虎添翼，四名英国骑手在场上人与马的默契配合令其他队伍只
能望而兴叹，为银牌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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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队共夺得５枚金牌，成为本届残奥会马术比赛的最大的赢家。德国队以三枚金牌紧
随其后。英国队稳定而强大的表现也让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四年后伦敦残奥会的赛场，皮尔逊
说：
“四年后我会在自己家门口迎来残奥会，希望我们能够在那时候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位
置。
”
值得一提的是，这届残奥会马术赛场上，终于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彭裕连代表中国队
参加了盛装舞步个人级别ＩＩ的两项比赛，他与爱马“黑亮亮”在两项比赛中分别排名第九
和第六，这个成绩对于只有两年骑马经验的彭裕连来说，实在是一个奇迹。此外，叶少康策
骑着“履冰之柱”也参加了这个级别的比赛，这是中国香港选手首次参加残奥会马术比赛。
新加坡骑手陈雁仪连夺两枚奖牌，更是实现了新加坡在残奥会历史上“零”的突破。
在香港举行的残奥会马术比赛受到了参赛运动员、教练和残奥委会以及国际马联官员的
一致好评。夺得个人锦标赛科目级别ＩＩＩ冠军的德国选手纳佩尔说：
“这次比赛简直是太
棒了，各个方面都无可挑剔。完美、精彩，我简直找不到什么词语来表达了。从赛事的组织、
马厩、赛场，一切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
”
香港马术公司总裁林焕光也表示，本届残奥会马术项目的平均上座率近６０％，历时５
天的赛事的总入场人次超过三万，香港观众对残奥会马术比赛的热情大大超过预期。他说：
“这个上座率在残奥会马术项目来说是非常高，比我们预期中的要好很多。
”
残疾人马术盛装舞步赛是残奥会唯一的马术项目，也是国际马术联会认可的７个竞赛项目之
一。在北京残奥会上，马术是少数男子和女子以平等地位参赛的项目之一（另一个项目是帆
船）
。残奥会马术项目比赛按运动员的残疾程度，分为Ｉａ、Ｉｂ、ＩＩ、ＩＩＩ和ＩＶ共
５个级别，其中Ｉａ级为最严重，ＩＶ级为最轻微。
（信息来源：新华网）

北京残奥会盲人柔道亚军王嵩：柔道第一 开店第二
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奥运专电(记者王镜宇、易凌) 在北京残奥会柔道银牌得主王嵩眼
里，柔道比他自己那间每个月要交 6000 元租金的按摩店重要。
中国盲人柔道队官员告诉记者，26 岁的王嵩和他的妻子以盲人按摩为生。他们的店在
北京三元桥附近，每个月的租金就要 6000 元。为了参加中国队在河北的集训，王嵩把按摩
店“扔”给妻子，店里的生意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９日晚夺得北京残奥会盲人柔道男子 100 公斤以上级银牌之后，王嵩表示还要继续
为伦敦残奥会苦练。
他说：“伦敦的比赛我要争取参加。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肯定不会放弃。我非常喜欢
这个项目，还是把这个放在第一位。”
在盲校上学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运动。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柔道，他发现
了自己在这个项目上的潜能。
赛后出现了非常温馨的一幕。当王嵩经过混合区的时候，将近１年没怎么见王嵩的妻子
刘丹在附近的看台上叫他的名字。因为现场观众们都在为王嵩欢呼，声音很吵，王嵩有些疑
惑地问身边的教练：“是我太太吗？”在柴云林教练的指挥下，秀气的刘丹加大嗓门呼喊王嵩，
他才确信这真的是妻子的声音，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信息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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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残奥会射击比赛全部结束 生命的精彩无与伦比
残奥官方网站 9 月 12 日讯 9 月 12 号，农历八月十三，距中国人最重要的三个节日之
一中秋节还有两天。天空湛蓝，空气清新。蓝天下、暖风中，北京射击馆懒洋洋的趴在香山
脚下。今天是北京残奥会射击比赛的最后一天，像以往的比赛日一样，依然是两个项目的比
赛，依然要决出两块金牌。
晌午，
瑞典传奇枪王约纳斯-雅格布松再现神技，
在 R6 级混合组 50 米自选步枪卧射 SH1
决赛中夺金，收获本届残奥会个人第三金。下午，P4 混合组 50 米自选手枪-SH1 比赛冠军
争夺战打响，韩国射击队展现强大实力，朴时钧和李周熙包揽金银牌。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有奇迹”。想比较以“更高、更快、更强”为口号，以超越
人类极限为目标的奥运会，残奥会带来不只是超越人类的极限，它要超越是生命的极限。北
京残奥会射击比赛从 9 月 7 日开打，到今天结束，6 天的时间里，观众与媒体看到不只是金
牌，他们见到更多是生命的不屈和亲情、爱情的流动。
打败年龄
开赛第一天，本届残奥会射击比赛年龄最大的选手，66 岁的澳大利亚射手莉比•科斯马
拉出现在赛场，这位从 1972 年起以运动员身份开始参加残奥会的轮椅女性，这次是她的第
十届残奥会。身患先天性脊柱裂、依靠轮椅行动的莉比在本届残奥会上，居然参加四个项目，
分别获得第 4 名，第９名，第 19 名和第 33 名。虽为得到奖牌，但她的参赛本身已经让赛
场边的所有人肃然起敬。
挑战健全人
8 日，枪王约纳斯•雅格布松的第八届残奥会开始了。R1-SH1 级男子 10 米气步枪立射
比赛中，雅格布松打出 700.5 环的好成绩，创造了新的残奥会和世界纪录。而这一成绩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 10 米男子气步枪冠军印度选手阿比纳夫•宾德拉的成绩相同，不同仅
在于雅格布松是坐在轮椅上创造的。9 月 12 日，雅格布松收获本届残奥会的第三枚金牌，
他的残奥会金牌数已经达到了可怕的 16 枚。
战胜绝望
9 日，韩国选手金林媛出现在 R8 女子 50 米运动步枪 3×20-SH1 决赛场，凭借稳定发
挥，赢得银牌。金林媛在儿时突遭小儿麻痹症袭击，对生活一度充满了绝望，每天只想着自
杀。是运动改变了一切。现在面带微笑的金林媛已于去年喜得贵子，而她现在最忙的是竞选
国际残奥委员。
看到爱情
9 日，同样在这一天，７年前因交通事故致残的韩国枪手李知锡在获得自己的第一枚残
奥会金牌后，李知锡激动地与泪流满面的妻子深情拥吻。9 月 11 日，北京残奥会ＳＨ２级
混合组１０米气步枪立射项目颁奖仪式过后，冠军得主李知锡摘下刚刚获得的金牌，轻轻地
将它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
2001 年，李知锡遭遇交通事故，在进行康复治疗时，他认识了担任护士的朴金顺。轮
椅上的李知锡在赛场上无法自己拉拴上膛，而他的美丽的妻子朴金顺一直是他最好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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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我帮助很大，是我射击时最重要的助手。我要向她表示最衷心的感谢。金牌对于我还
没有出生的孩子来说，是一个珍贵的礼物。”李知锡的话让每一个人心中莫名感动。
适应改变
其实，参加残奥会射击比赛的很多人并非先天残疾，很多人都是长大遭遇事故而残疾。
从健全人到残疾人，这种打击不是每个人都能抗的住的。
“既然发生了就要勇敢去面对，生活还要继续，我现在能够坦然面对自己。” 9 月 11 日，
英国帅哥马特-斯克尔霍恩在 R3 混合组 10 米气步枪卧射-SH1 比赛中夺冠。这位留着红色鸡
冠发型，看上去有些叛逆的味道的轮椅青年，因为三年前的一场车祸而人生突变。
中国射手李剑飞 13 岁前是学校里的中长跑好手，1993 年开始从事业余射击训练，1996
年不幸摔伤，后经治疗，能拄双拐勉强行走。他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重新操起了心爱的射
击训练枪支，加入到残疾人体育训练的行列。
残奥会更精彩
第一次参加残奥的巾帼枪手张翠平在四项比赛中，收获 2 银 1 铜三枚奖牌，而她练习
射击之前是一名乡村裁缝。
德国选手诺贝特•高在 RI-SH1 级 10 米男子气步枪比赛中获得银牌，这位轮椅射手，每
天除了训练外，还要工作 10 个小时养活自己。
R7 级男子 50 米自选步枪 3X40-SH1 比赛的亚军—— 以色列选手多龙•沙济里受伤前是
名士兵，遭遇地雷爆炸，而坐上了轮椅。
每个残奥运动员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在短短的六天里，记者采访残奥会期间的感
受远远超过了奥运会的总和。精彩比赛固然好看，不过能和生命的精彩相比吗。（新华网）

北京残奥会射箭比赛落幕 中韩分享男女团体赛金牌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５日奥运专电（记者钱荣、张云龙）北京残奥会射箭比赛１５日落幕，
韩国队和中国队分别获得男女团体反曲弓公开级比赛金牌。
男女团体反曲弓公开级决赛都是在中韩两队之间进行的。在首先进行的女团决赛中，中
国队派出符洪芝、高芳霞和萧彦红三名队员迎战韩国队的金技姬、金兰淑和李花淑。
比赛一开始，萧彦红就射出一个１０环，而符洪芝、高芳霞也不甘示弱，都射出了９环
和１０环的高分。韩国队的表现则有些失常，金技姬第一箭射出５环，而第二支箭，她也只
射出了１环。
第一局结束后，中国队就已领先韩国队２１环。而此后三局，中国的表现也很稳定，始
终保持着较大的领先优势，并最终以总成绩２０５环打破残疾人世界纪录，夺得冠军。韩国
队的总成绩只有１７７环，与中国队相差２８环，获得银牌。
能够战胜雅典残奥会冠军韩国队，三名中国选手对自己的表现都很满意。萧彦红在赛后
说：“我们今天已经发挥出了自己的最好水平，甚至超越了自己。而这与赛场上观众的热情
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与女团决赛的毫无悬念相比，男团决赛则显得较为激烈。中国队此次派出陈业刚、成昌
杰和董智对阵韩国选手郑永柱、李洪求和尹英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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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局，中国队的成绩为５３环，仅比韩国队落后１环。但是第二局，韩国队射出两个
１０环和两个９环的高分，而中国队却射出了两个７环，与韩国队的差距拉大至６环。此后，
中国队奋起直追，最后一局，第四箭过后，终于与韩国队战平。但是关键的最后两支箭，中
国队只射出了７环和８环，而韩国队却射出了９环和１０环。最终韩国队以总成绩２０９环
摘得金牌，中国队以三环之差获得亚军。
随着男团比赛的结束，北京残奥会射箭比赛圆满落幕。中国队也以两金三银两铜的成绩
完美“收弓”。中国射箭队教练蔡建兵说：“我们赛前的目标是一金两银，所以这一成绩已经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的队员都特别出色，在比赛中尽了最大。”
韩国选手对中国队的表现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夺得男团金牌的韩国选手李洪求在赛后
说：“去年我们遭遇过中国队，但是他们今年变得更强大了。” （信息来源：新华网）

残奥会硬地滚球赛落下帷幕 中国收获两个第四名
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２日奥运专电（记者王恒志 刘阳）北京残奥会硬地滚球项目１２日
结束最后三个小项的争夺。中国队在混合团体赛ＢＣ１－２铜牌争夺战中４：５不敌西班牙
队，获得本届残奥会的第二个第四名。三枚金牌分别被巴西、韩国和英国获得，老牌劲旅葡
萄牙队和西班牙队都在今天的比赛中无金而返。
在前一天的半决赛中被英国队击败后，中国队１２日迎来铜牌战对手西班牙队。前三局
双方都表现得不错，比分也不分上下，西班牙队２：１领先。第四局成为整场比赛的转折点。
西班牙队第一次投球就十分靠近目标球，中国队三名队员的六次投球没有一个比西班牙人的
那个球更接近目标球，随后西班牙人从容地完成了剩余五个球的投球，并取得３分，从而以
５：１大比分领先。
随后两局，中国队奋力反击，第五局扳回一分。最后一局再次取得优势，但西班牙人的
防守同样出色，尽管他们率先结束了全部投球，而中国队还有四个球没有投，但几乎所有的
得分路线都被西班牙人的球堵住了，中国队最终只在这局拿到两分。４：５，中国队再次和
这个项目的残奥会奖牌擦肩而过。
在此前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王义曾获得一个单打第四名。中国队领队谢禧乐说，实力上
中国队和世界强队仍有一定差距，但作为一支组建仅仅两年的队伍，首次参加残奥会就能取
得两个第四名，已经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了。
谢禧乐表示，希望这项运动能够在中国更广地开展起来，让更多的人参与和了解这项运
动。他解释说，目前中国有千分之二到千分之四的人是脑瘫患者，硬地滚球这项运动十分有
利于脑瘫患者的机能康复。
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２金、拿到６块奖牌的葡萄牙队１２日“很失望”，在当日的三项决
赛中，他们获得两个决赛权，但葡萄牙人首先在混合双打ＢＣ４决赛中２：５不敌巴西，然
后又在混合团体赛ＢＣ１－２决赛中４：８负于英国，本届残奥会他们最终在硬地滚球项目
上仅获１金，不过他们还有３银１铜进账，在奖牌总数上仍然傲视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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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伤心的是西班牙人，上届残奥会收获一金的西班牙队本届一金未得。在他们唯一
进入决赛的混合双打ＢＣ３比赛中，上届残奥会冠军韩国队再次让西班牙人品尝到这个级别
亚军的滋味，韩国获胜的比分是８：１。
巴西和韩国获得的金牌也让这两个队以２金并列本届残奥会诸强之首。全部七枚金牌中
的剩余三枚分别被中国香港、葡萄牙和英国获得。（信息来源：新华网）

轮椅橄榄球：美国力克澳大利亚夺冠 时隔八年重回巅峰
残奥官方网站 9 月 16 日讯 北京残奥会轮椅橄榄球比赛今天在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展
开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最终决战中，美国队主力全面爆发，经过四节比赛
的激烈争夺最终以 53-44 战胜澳大利亚队赢得冠军。这也是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上轮椅橄
榄球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后，美国队赢得的第二枚残奥会金牌。
上半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在开局阶段打得十分积极，尤其是 3 号队员赖利-巴特成为澳
大利亚队进攻的发动机，他不仅贡献了本队在上半场的最高得分，同时还有 7 次助攻不断为
队友输送炮弹。不过相对于澳大利亚队的一支独秀，美国队除了场上队长布赖恩·柯克兰的
得分能力超强外，其他队员的进攻能力也不可小觑，第一节比赛结束美国队依靠整体爆发以
12-10 取得领先。落后的澳大利亚队在第二节比赛中加强了防守，同时美国队在关键球的处
理上也出现失误，澳大利亚队追回一分，上半场比赛结束，美国队以 21-20 领先进入中场休
息。
进入到下半场比赛后，美国队针对澳大利亚队的严防及时改变了策略，美国队威尔·格
罗克斯和安迪·科恩逐渐成为美国队新的进攻点，此外，美国队还加强了队友之间的传接配
合，美国队的这一变阵让澳大利亚队措不及防。第三节比赛，美国队以 15-11 继续扩大战果。
进入到第四节比赛后，领先后的美国队越打越顺，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给澳大利亚队制造
了不小的麻烦。最终，经过四节的激烈争斗，美国队时隔八年之后再次登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澳大利亚队收获一枚银牌。在之前进行的铜牌决战中，加拿大队击败英国队获得一枚铜牌。
纵观整场比赛，美国队的布赖恩·柯克兰、威尔·格罗克斯和安迪·科恩三人的得分都上
了两位数，
而澳大利亚队中虽然由 3 号球员赖利·巴特贡献了全场最高的 23 分和 12 次助攻，
不过面对美国队的集体爆发，澳大利亚队终究双拳难敌四手最终以 44-53 落败无缘金牌。

轮椅网球比赛结束 荷兰选手称霸女单和女双比赛
残奥官方网站 9 月 15 日讯 世界排名第一的荷兰选手埃丝特·费海尔保住了她五年不败，
349 场全胜纪录，以 6-2，4-6，7-6 (5)在决赛中险胜，摘取桂冠。这位雅典 2004 年和悉尼
2000 年单打冠军差点就将冠军宝座拱手让给队友荷兰选手科丽·霍曼。
不过霍曼仍有自己的机会，她和搭档莎伦·瓦尔拉芬在双打比赛中击败荷兰选手埃丝
特·费海尔和伊斯克·格里菲翁，夺得金牌。费海尔在雅典和悉尼两次获得双打金牌，但搭档
与今天不同。最终科丽·霍曼/莎伦·瓦尔拉芬以 2-6，7-6 (4)，6-4 的比分宣告胜利。这是自
2004 年费海尔和格里菲翁搭档以来 40 次赛事中首次告负。三号种子法国组合弗洛朗丝·格
拉韦利耶/阿莱特·拉西纳取得铜牌。这是拉西纳的第二枚铜牌，12 年前她在亚特兰大残奥

21

会中也取得了铜牌。这是格拉韦利耶唯一的一枚可能也是最后一枚残奥会奖牌，因为她说她
不会参加伦敦 2012 年残奥会。
头号种子日本选手国枝慎吾在不到一小时的比赛中，就从二号种子，雅典残奥会冠军荷
兰选手罗宾·阿梅尔兰手中夺走了金牌，比分为 6-3，6-0；六号种子荷兰选手迈克尔·斯赫费
尔斯击败队友，11 号种子荷兰选手罗纳德·芬克，夺得铜牌，比分为 6-3，6-1。
在男子双打公开级的比赛中，法国选手斯特凡纳·乌代和米夏埃尔·热雷米亚斯以 6-1，
7-6 (5)夺得金牌，战胜了四号种子瑞典组合斯特凡·奥尔松和彼得·维克斯特伦。这场比赛因
雨延迟，打了两天。日本选手国枝慎吾及其搭档，雅典残奥会金牌得主斋田敏夺得铜牌，以
3-6，6-0，6-2 的比分战胜了荷兰组合迈克尔·斯赫费尔斯和罗纳德·芬克。
四肢残疾单打和双打-公开级的比赛在雅典残奥会中首次亮相。现世界冠军英国选手彼
得·诺福克再次问鼎冠军宝座，以 6-2，6-2 击败瑞典选手约翰·安德松，安德松首次参加残
奥会就夺取银牌，表现同样可圈可点。这也是瑞典的首枚轮椅网球奖牌。美国选手尼克·泰
勒和戴维·瓦格纳同室操戈，争夺铜牌，最终瓦格纳以 6-2，4-6，6-1 胜出。
泰勒和瓦格纳组队参加四肢残疾双打-公开级的比赛，卫冕成功。以三盘 6-0，4-6，6-2
的比分击败非种子选手以色列选手博阿茨·克拉默/什拉盖·魏因贝格。以色列选手获得其首
枚银牌。尼克·泰勒的比赛风格成为本届残奥会的亮点，他用脚将球抛起，再用左手大力发
球，因为他的右手相对不灵活，他使用电动轮椅。

青岛赛事落幕：中国队发挥出色 残奥帆人性张扬
新华网青岛９月１３日奥运专电（记者薛文献、徐冰）从９月８日至１３日，北京残奥
会帆船比赛在青岛顺利举行，来自２５个国家的８０名运动员、４１条船艇展开激烈的争夺，
加拿大、德国和美国分获３个项目的金牌。本届残奥帆赛以一流的场馆、高水平的组织、人
性化的服务被誉为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届残奥帆赛。
中国队获重大突破
首次出现在残奥帆赛场上的中国队员表现不俗：双人艇选手贾海亮和杨秀娟在欧美强队
面前敢打敢拼，曾在两轮比赛中获得第一，超水平发挥，最终挤进四强。单人、三人艇选手
也都在个别轮次上跑进第四。这对于一支２００５年才组建、个别船艇２００６年才开始训
练的年轻船队来说，实属难能可贵。
中国残奥帆队领队于华武说，中国队在这届残奥帆赛上的目的已经达到，他对中国选手
在本届残奥帆赛上的表现非常满意。首先是成绩比预想的好。双人艇只要打进第六就属于正
常发挥，没想到进入了第四，其他两个项目的选手也都有过上佳表现。
其次是通过比赛，缩短了差距，增强了信心。于华武说，赛前中国队进行了较充分的准
备，中国队员通过和欧美强队同场竞技，比赛中互有胜负，既发现了不足，也缩短了差距。
中国队在大赛方面经验不足，在综合素质上也有一定的差距，但只要努力，欧美强队并非不
可战胜。
女性运动员表现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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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次进入残奥帆赛的项目，ＳＫＵＤ１８级双人龙骨艇公开级的比赛也让更多女性
参与到帆船运动中，其中最幸运的是获得冠军的美国选手莫琳·麦金农·塔克，她已是两个孩
子的母亲。
她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我为自己是第一个残奥帆赛女性冠军感到非常骄傲。”她希望
越来越多的女性运动员参与帆船比赛，享受帆船的乐趣。当天，在残奥帆赛场还同时诞生了
第一位女性银牌和铜牌的获得者。
在１６条船艇参赛的单人龙骨艇比赛中，英国选手海伦娜·卢卡斯是唯一一位女性队员，
尽管她最终只取得第七的成绩，但她的表现足以让男性船员刮目相看。
残奥帆赛人性张扬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菲利普·克雷文对残奥帆赛给予高度评价：“这里的组织工作非常棒，
有这么好的残奥村，一切都非常好。我相信，所有的运动员回到各自国家的时候，将带走对
青岛、对中国美好的回忆。”
一流的场馆、人性化的设施、成功的组织、体贴的服务……这是残奥帆赛留给各国运动
员的普遍印象。残奥帆赛的成功举行，标志着青岛兑现了两个奥运“同时筹办、同等重要、
同样精彩”的庄严承诺。
为适应残疾运动员的需要，青岛奥帆委在奥运会结束后的短暂时间内迅速完成了场馆无
障碍设施、竞赛场地、竞赛技术设施等七大方面、５００多项转换工作，从细节出发，处处
考虑残疾运动员和残疾人士的特殊需求，充满对残疾人的尊重、关怀和爱心。
谈到在青岛参加残奥帆赛的感受，菲律宾女选手彻丽·平平说：“这里的场馆设施是一流
的，在残奥村吃、住都很棒，我们都有回家的感觉。”
热情微笑的残奥帆赛志愿者也给各国嘉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际残奥委会运行经理
简·泰依女士说：“我在所有的场馆和各个地方都看到了志愿者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和微笑的
服务，他们的精神面貌非常好。” （信息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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