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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残奥会正如火如荼进行，中
国运动员在各个赛场上频频奏凯，他
们用顽强诠释了生命的力量，用激情
展现了体育的热血，用真诚讲述着友
谊的故事。

激发勇气 带来信心

“体育改变了我！”拿到女子 200
米T37级短跑金牌后，中国姑娘文晓
燕笑着说道。

24 岁的文晓燕是先天左侧肢体
功能障碍。2014 年，她进入湖南省
残疾人田径队，走上了体育的道路。
对残疾人而言，练体育需要付出比正
常人更多的汗水，但为了心中的梦
想，文晓燕一直在坚持，为了备战残
奥会，她已有快两年没回家了。

文晓燕说，体育让自己更加积极
阳光，身体变得有活力了，还能不断
突破自身的极限。3年前，她还进入
了北京体育大学。这次在残奥会上争
金夺银的运动员中，不少人都是文晓
燕的同学。

很多残疾人运动员说，是体育激
发了自己的信心和勇气，让自己的人
生更加精彩。

在女子400米T11级决赛中，盲人
选手刘翠青成功卫冕，并打破了自己
保持的残奥会纪录。帮助刘翠青实现
梦想的是引导员徐冬林，8年来，他是
刘翠青在赛道上的“眼睛”，帮助刘翠
青克服恐惧，在田径场上逐梦“飞翔”。

“我帮助刘翠青实现了梦想，她
也延续了我的梦想。”徐冬林说。一
条 10 厘米的引跑绳，成为两个人在
比赛中沟通的纽带。合作8年，彼此
信任、默契十足的两人已有了亲人般
的情感。

在举重赛场，第四次参加残奥会
的刘磊在男子 65 公斤级比赛中一举
夺金，实现了残奥会四连冠。谈及体
育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体育让自己
更自信、更有正能量。

“尽管有一些在别人看来悲惨的
经历，但我能更阳光、更美好地去观
察这个世界。”刘磊说，身体的残疾
或许不幸，但生在一个好时代是真正
的幸运。“如果中国没有强大的综合

国力，没有和平、稳定、繁荣、富强
的环境，我哪有机会站上领奖台？”

残疾人铁人三项运动员王家超同
样是第四次参加残奥会，此前3届比
赛他参加的是游泳项目，几年前从省
队退役后，他转战到更有挑战性的铁
人三项——从游泳、自行车到跑步，
为了备战残奥会，每周的训练时间多
达30个小时。

王家超小时候因事故失去了左
臂。他说，因为身体残疾，自己一直很
自卑。即便是获得了残奥会游泳冠军，
还是有自卑感，但是铁人三项让自己
逐渐乐观了起来。到世界各地参加国
际比赛、与国内外的“铁友”相识互助，
让王家超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热爱。

坚持不懈 自强自立

勇攀高峰——人如其名的冯攀峰
在乒乓球男子单打3级决赛中获得了
残奥会四连冠。从 2008 年北京残奥
会开始，冯攀峰便一直向人生的更高
峰攀登着。

因小儿麻痹症，冯攀峰从小下肢
瘫痪。11 岁那年，他拿起了乒乓球
拍，从此便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冯攀
峰说，小时候训练条件艰苦，冬天没
有暖气，坐着轮椅活动范围有限，身
体热不起来，手上长了冻疮。

艰苦的环境并没有阻挡对体育的
热情和坚持。在冯攀峰看来，人生之初
的际遇不是他能选择的，但他依靠自己
的力量，重新选择了充满阳光的人生。

参加本届残奥会的中国乒乓球选
手中，有超过一半的队员年龄在 30
岁以上，一半以上的人参加过至少两
届残奥会。宝刀不老的背后，是未曾
改变的热爱和日复一日的训练。

56 岁的赵平是本届残奥会上年
龄最大的中国运动员。30 多岁时，
他因事故导致高位截瘫。练习乒乓球
一开始只是为了辅助康复，但赵平逐
渐在乒乓球台上找到了自信和快乐。

一方面是身体的残疾，另一方面
是年龄的增长，这都给赵平的日常训
练备战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这名乒
坛老将相信坚持的力量。

“如果我可以，其他人一定也

行。我希望通过残奥会这个舞台，向
大家展示残疾人自强、自立的一面，
鼓励更多残疾人积极锻炼身体、融入
社会。”赵平说。

老将的坚守令人泪目，小将的勤
奋同样值得点赞。

东京残奥会首个比赛日，“00
后”选手王小梅在自行车女子 C1-3
级 3000 米个人追逐赛上获得一枚银
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残
奥会上的首枚奖牌。

王小梅由于先天性脑瘫，左边肢
体僵硬。教练说，王小梅并不算是一个
好苗子，但是凭借着后天的努力脱颖
而出。因为身体残疾，自行车训练中摔
跤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公路训练，王小
梅在急弯时摔进了排水渠，脸颊和眉
骨都受了伤，但她只是站起来拍拍身
上的尘土，反倒安慰起教练来。

16 岁的游泳选手蒋裕燕是中国
代表团中年龄最小运动员。4岁时，她
因为车祸失去了右腿和右臂。8 岁那
年，蒋裕燕接触了游泳，在泳池中展现
出天分，只用 1 个月就完成了健全孩
子3个月才能完成的训练课程。

对意志的考验不仅在泳池中。由
于身体的成长，蒋裕燕截肢处的骨头
生长会顶出皮肤，时常需要到医院做
手术“锯骨头”。种种考验练就了她
坚强的个性，也让这个年轻的姑娘取
得了更大的突破，走上了残奥会的赛
场，夺得女子50米蝶泳S6级金牌。

团结友爱 传递友谊

站在合影区，获得女子 50 米蝶
泳 S5 级金牌的中国选手卢冬蹲了下
来——站在她两边的银牌和铜牌获得
者都坐着轮椅，为了更好地留下难忘
瞬间，卢冬主动和对手“站齐”。这
一暖心的举动和最美的瞬间，近来引
发无数赞誉。

卢冬的谦逊和格局源自体育、源
自生活。6 岁时，她因车祸失去了双
臂，在泳池中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她
说，自己的生活和“普通女孩”没有任
何区别，一样喜欢化妆、弹琴、书法、做
饭，平时也爱吃、爱玩、爱闹。

卢冬说，自己并不特别——“只

有把我们看做人群中普通的一个，分
割彼此的屏障才能被打破。”

在赛场上展现风采，在赛场外传
递友谊，中国运动员在残奥会的舞台
上生动演绎了奥林匹克的友谊和团结
精神。

在击剑项目女子佩剑个人A级决
赛中，边静战胜格鲁吉亚选手夺得金
牌。比赛结束后，边静并没有马上离
开赛场，而是走近了坐在轮椅上的对
手，推着她一起离场。这一举动也让
格鲁吉亚选手分外感动，紧紧地抱住
了边静的手臂。

边静说，两个人早已在赛场相
识，比赛结束后便想着尽可能地去帮
助她。“赛场并不是只有你输我赢的
竞争，在比赛之外团结友爱、传递友
谊，展现中国运动员的良好形象，是
我们应该做的。”她说。

在举重赛场，第三次参加残奥会
的谭玉娇和“六朝元老”、埃及选手奥
马尔也上演了英雄惜英雄的温情互
动。在女子 67 公斤级决赛中，谭玉娇
和奥马尔分别获得金牌和银牌，比赛
后，两名运动员开启了“互夸模式”。

谭玉娇说，两人相识于 2012 年
伦敦残奥会，那时的奥马尔就已经是
残疾人举重界的明星了。赛场之外，
两名运动员聊得很投缘，奥马尔还送
给谭玉娇一件队服。此后，两人多次
在各类比赛中相遇，每次见到都很开
心，这场跨国友谊越来越深。

今年已是 47 岁的老将奥马尔也
说，看到谭玉娇在残奥会上夺金很高
兴，听说她以自己为榜样，感到很自豪。

“我们之间惺惺相惜，这是非常
珍贵的友谊。能够跟自己的偶像同
台，对我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
种激励，让我更有动力去做更好的自
己。”谭玉娇说。

除了残奥会选手，如今的谭玉娇
还有一重身份——北京冬奥宣讲团宣
讲员。她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宣讲，
让更多人关注残奥体育、了解北京冬
残奥会。

“这个世界非常之大，残疾人应
该大胆地走出家门，也可以去尝试一
些体育运动，或许能发现自己的天
赋，让生活更加精彩。”谭玉娇说。

体育，让生命焕发光彩
——中国健儿闪耀东京残奥会

本报记者 刘 峣 孙龙飞

瑞士时间8月29日，国际奥委会宣
布，前主席雅克·罗格去世，享年 79
岁。作为国际奥委会的第八任主席，这
位温文尔雅的比利时人重拳反腐反兴奋
剂，严控奥运会规模，提议创办青奥
会，将奥运会带到更多未曾举办的国
家，保持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纯洁与活
力。而他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
给出的“无与伦比”的至高评价，也与
2008年那个夏天一起，成为无数国人心
中的永恒回忆。

从 2001 年至 2013 年，罗格在任期
内经历了 2004 年雅典奥运会、2008 年
北京奥运会和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以
及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2006 年都灵
冬奥会和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从 就 任 国 际 奥 委 会 主 席 的 那 一
刻 ， 罗 格 就 与 中 国 有 着 不 解 之 缘 。

2001年7月于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奥委会
第 112 次全会上，北京获得了 2008 年
奥运会举办权，与此同时，他也从担
任 21 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的
手中接过大权。

因为这一缘分，罗格同中国保持着
一份特别的情谊。

雅典奥运会射击比赛中，中国选手
杜丽夺得这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罗格
给杜丽颁奖，这是他就任国际奥委会主
席后颁发的首枚夏季奥运会金牌。

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罗格先
后 20 余次来华，北京、上海、西安、
南京、广州等城市乃至街巷社区都留下
过他的身影。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
后，罗格三次向中国领导人致函表达慰
问，国际奥委会也首批向灾区捐款 100
万美元。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他曾经说：
“北京奥运会将在2008年8月8日晚上8
时开幕，8 在中国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我还想做一个补充，我是国际奥委会第
八任主席，我相信这也会给中国人民带
来好运气。”

在那届奥运会的闭幕式上，罗格在
国 家 体 育 场 “ 鸟 巢 ” 向 世 人 宣 布 ：

“这是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罗格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的秘书曾透露，每次来中国前，罗格
都会让秘书在卡片上写一两句中文，并
给每个汉字标注发音，通过这样的方式
学上几句中国话。2003 年 3 月的一天，
北京向国际奥委会送审 2008 年奥运会
会徽设计方案“中国印”， 按照惯例，
国际奥委会主席要在会徽样本上签名确
认。那一次，罗格给了在场所有人一个

惊喜——他让秘书取来自己的中国印章
和印泥，在会徽样本上端端正正地盖上
了“罗格之印”。

2014年，已经卸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的罗格在南京出席青奥会时表示，北京
和张家口联合申办 2022 年冬奥会，是
2008 年奥运会的遗产之一。“无疑，
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激发了中国
人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更大的热情。”

罗格十分赞赏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
所做的贡献。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到访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
会总部。尽管因为身体状况不佳，那时
罗格已久未在公开场合露面，但那一次
他仍然来到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现
场迎接习主席，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特殊
情谊。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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