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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残奥会圆满收官

中国队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9月5日，第16届夏季残疾人奥林
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

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张雪梅（前
左）入场。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昂扬状态为国争光
——专访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赵素京

新华社记者 赵建通 韦 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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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惊喜，一场完败。在2日的2022年卡
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首轮比赛中，
中国男足0∶3不敌澳大利亚队。

比分真实地反映了比赛过程。中国队在开
局前15分钟一度通过高位逼抢占据主动，但随后
澳大利亚队就凭借高强度压迫和快速传接球获
得压倒性优势。中国队中场被完全切割，几乎无
法组织起有效反击，全场零射正。颜骏凌全场做
出6次扑救，也无法阻止球门被三度洞穿。

或许是日本队爆冷不敌阿曼队带来的遐想，
又或许是澳大利亚队并不充分的备战提高了中
国队期望值，很多人在赛前都有了更乐观的估
计。但期待越多，失望也就越多。

但客观来看，比赛结果是两队整体实力的体
现。世界排名35位的澳大利亚队拥有众多在欧
洲踢球的球员，实力在世界排名71位的中国队之
上。这样的差距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想要赶上也
绝非一日之功。还清中国足球的历史欠账，需要
长期稳定的政策和对青训的重视与扶持。

实力差距不能说明一切，回头来分析比赛
本身，中国队依然有不少地方能够做得更好。
主教练李铁在赛后坦言：“在对手控球时球队防
守组织得不太好”。由于中国队此前的主力右
后卫明天和唐淼都因伤缺阵，李铁选择于大宝
踢中卫，让张琳芃回归右后卫。于大宝和蒋光
太此前从未在正式比赛中搭档中后卫，没能经
受住澳大利亚队的冲击。下半场一开始，李铁
就用王刚换下于大宝，否定了自己最初的选
择。此外，中国队缺少防守型后腰保护，使得

“袋鼠军团”能够轻松通过中场，直接造成威
胁。进攻中中国队球员位置相隔较远，无法形
成有效联系……

与40强赛相比，中国球员体能也显得并不太好，下半场有
多名球员出现跑不动的情况。“这是一个客观因素，但不是今天
输球的理由。”李铁强调。

李铁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去挑战12强赛对手的决心和勇
气。要相信自己可以去战胜更加强大的对手，如果我们变得更
紧张，变得缩手缩脚，那肯定是很难的。”大赛时的脆弱心态，依
然是一些中国球员的“阿喀琉斯之踵”。

分析比赛是为了找出问题及时调整，面对失利更需要保持
冷静。首战输给澳大利亚队不是世界末日，12强赛还远远没有
结束，中国队仍然有9场比赛可以争取。上一届12强赛中国队
遭遇了前四场只拿一分的困难局面，最终仍然战斗到最后一轮
还保有出线希望。越是关键时刻，中国队越不能自乱阵脚。

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被压力压垮的球员和教练不在少数，
但以性格坚韧著称的李铁并不在其中。1997年的金州，“换李
铁”的喊声仍然声声入耳，李铁却在重压下成长为亚洲顶级后
腰，帮助中国队挺进2002年韩日世界杯。

当失败出现时，必然会有失望，必然会有质疑。但所有人必
须清醒地认识到，四天后中国队将迎来强大的日本队，大战在即
必须稳定军心。在现有条件下，没有人比李铁更了解球队，也只
有李铁能够解决问题。相信李铁！ （新华社多哈9月3日电）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赣州建控
集团高度重视，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成效体现的
重要方式，弘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
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根本宗旨，从实际出
发，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
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围绕主责主业，推进民生项目落地。
完成了赣州市第六中学、赣州经开区技工
学校、恒大悦龙台幼儿园等在内6所学校
的交付使用，有效缓解了学位紧张的问
题；实现了跨上犹江大桥的提前通车，进
一步优化和完善了周边城市骨干道路系

统，大大减轻了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完
成了曼妮芬路、叶山大道、素边路等12条
市政道路建设，明显改善市民的出行条
件，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交通便利，进一步
完善交通路网。

围绕群众所需，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积极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公益活动，关爱
青少年健康成长，向赣南苏区范围内的中
小学校学生定向捐赠图书65套，向黄金实
验小学捐赠了少儿党史图书读物，为三江
乡东谷小学送去爱心文体用具70余件；组
织慰问民生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
社区老人安装空调、购买风扇等降温防暑
物品，同时赠送广场舞音响和书籍丰富他

们的老年生活；走访调研和谐公租房等小
区，为小区居民解决了井污池下沉断裂、
房屋加固、通风器老化、阳台清理，水电维
修等问题；走进桃芫村，为村民增设了临
水护栏，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前往山与
城小区、宜居小区，开展街道清扫、反电信
诈骗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国家安全
教育宣传等活动。

围绕业务特点，提升服务受众满意
度。深入工业园区企业，解决了厂区垃圾
成堆、道路损坏、井盖缺失等问题；为企
业解决贷款问题，帮助赣州亿鹏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担保4600
万元，并为后续贷款资金落实工作提供

保障；帮助承租国有房屋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免除2021年上半年1个月租金，缓解经营
压力；用心解决学校贫困学生用餐困难
的问题，为有建档立卡的在校用餐贫困
学生提供餐费优惠；为汉字主题公园临
时厕所整体加固维稳，更换优质垃圾桶、
为公园河道增设拦截网和氧水泵，有效
提升改善了公园环境。

“学史当力行”，赣州建控集团将继续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砥砺奋进，践行初心
使命、主动担当作为，继续把为民服务办
实事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切切实实为民
解忧。 （肖芳星）

赣州建控集团为群众办实事显成效

9月4日，法国队球员马夏尔（左二）在比赛中破门。
当日，在乌克兰基辅进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

欧洲区小组赛 D 组比赛中，法国队客场以 1∶1 战平乌克兰
队。 新华社/法新

江西选手全运会武术套路摘银

9月4日，荷兰队球员德佩庆祝进球。
当日，在埃因霍温举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欧洲区预

选赛G组小组赛中，荷兰队以4∶0战胜黑山队。新华社/美联

本报讯（李征）9月1日
至 3 日，第十四届全运会武
术套路决赛在咸阳举行。江
西队选手刘忠鑫获得男子南
拳、南刀、南棍全能银牌，实
现我省武术套路本土队员全

运会奖牌零的突破。另一名
江西选手高春获得男子长
拳、刀术、棍术全能第六名。

据悉，本届全运会武术
比赛共有来自全国 26 支代
表队的173名精英参赛。

张冬莲获全运会飞碟项目银牌
本报讯 （李征）9 月 3

日，从全运会射击赛场上传
来喜讯，我省运动员张冬莲
获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飞碟
双向项目银牌。

第六次参加全运会的
39岁老将张冬莲，在参加完
东京奥运会回国后，完成 21

天加返省 7 天防疫隔离后，
正式恢复训练才 4 天，就奔
赴全运会赛场。

女子飞碟双向项目的比
赛于9月3日下午结束，张冬
莲较好地发挥了水平，最终
以资格赛 121 中、决赛 53 中
的成绩获得该项目银牌。

据新华社东京 9月 5日电 （记者赵
建通、胡佳丽、董意行） 5日，东京残奥
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运动员
李朝燕斩获男子马拉松T46级冠军，程
和芳、麦建朋/屈子墨在羽毛球赛场上
各夺一金。至此，东京残奥会所有比赛
结束，中国代表团以96金60银51铜、共
207枚奖牌的成绩名列金牌榜、奖牌榜
双第一。

在5日的马拉松项目上，李朝燕以2
小时 25分 50秒打破残奥会纪录的成绩
夺得男子马拉松 T46 级冠军。在 2016
年里约残奥会上，他也是这一级别马拉
松比赛的金牌得主。在男子马拉松T54
级别的比赛中，中国轮椅竞速运动员章
勇以1小时24分22秒夺得银牌，刷新个
人最好成绩。

在女子坐式排球的比赛中，中国队
以大比分1∶3惜败于美国队，获得银牌。

在羽毛球女子单打 SL4级决赛中，
程和芳 2∶1 战胜印尼选手，获得金牌。
男双 WH 级决赛中，麦建朋/屈子墨直
落两局战胜韩国组合，拿下冠军的同时
也将中国军团在本届残奥会上的金牌
总数锁定在了96枚。

至此，东京残奥会所有比赛结束。
中国代表团最终以 96金 60银 51铜、共
207枚奖牌的成绩名列金牌榜、奖牌榜
双第一。英国、美国代表团分别以41金
38银 45铜、37金 36银 31铜位列金牌榜
第二、三位。

东京残奥会闭幕式于当地时间晚7
点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进行。

2021 年 8 月 24 日至 9 月 5 日，第 16
届残奥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体育
代表团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昂扬
状态，勇敢超越，为国争光，连续第五次
位列残奥会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闭
幕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中国体育代
表团秘书长赵素京，请她总结中国体育
代表团在东京残奥会上的表现。

问：请您介绍一下东京残奥会中国
体育代表团整体表现情况，是否实现了
代表团参赛目标？

答：在东京残奥会上，来自世界 162
个代表团的 4400多名残奥运动员在 22
个大项、539个小项上展开激烈角逐。在
12天的赛程中，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参加了20个大项的比赛，获得96金60银
51铜、一共207枚奖牌的优异成绩，创造
了29项世界纪录，连续五届残奥会位列
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实现了安全参
赛、展现精神、争创佳绩、传递友谊、运动
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参赛目标，书
写了我国残疾人体育新的辉煌。

在东京残奥会期间，代表团大力弘
扬奥林匹克精神、中华体育精神和残疾
人体育精神，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的昂扬状态，顽强拼搏、勇敢超越，以过
硬技能、文明礼仪向世界展现了我国残
奥健儿风采，共同促进了残奥运动发
展，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
收，为祖国争了光，为人生添了彩。代
表团全流程落实疫情防控、反兴奋剂各
项措施，实现了“零感染”“零出现”。各
参赛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对我国残奥代
表团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展示的文明形
象纷纷表示由衷的祝贺和赞赏。

参加东京残奥会并取得优异成绩，
为我们备战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积累
了经验，增添了信心。

问：中国体育代表团东京残奥会取
得好成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所
取得的成绩，归功于人民，归功于国家。
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高度重视，
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东京残奥会中
国体育代表团的坚强保障和后盾。

东京残奥会延期举行，这对代表团
的训练、组团、出征都带来了困难。中
国残联和各地残联重新调整训练计划
和参赛方案，为参赛进行了认真、充分
的准备。新冠肺炎疫情给残奥会中国
体育代表团“安全参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代表团设立了疫情防控工作组，
制定了严密的疫情防控方案，配齐防疫
物资，分场景细化疫情防控措施，每日
与竞赛工作同部署、同评估，实现了全
团“零感染”的目标。

这份成绩，是赛场上拼搏的残奥健
儿们的汗水浇筑的，也是许多无名英雄
默默奉献的结果。中国几代残疾人体
育工作者几十年来的锲而不舍、艰苦奋
斗，为残疾人体育事业的辉煌奠定了基
础。他们当中，有业务水平高、满怀爱
心、无私奉献的教练员、工作人员，也有
常年陪伴在残疾人身边的盲人领跑员、
引导员，要感谢他们的辛勤努力和无私
奉献。还要感谢奔波于赛场上和后方
的媒体朋友们，他们第一时间向国内传
送信息，在赛场上为中国队加油鼓劲。
还有所有支持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
人们，是你们的欢呼喝彩和默默付出，
使《义勇军进行曲》一次次在残奥赛场
奏响！

问：本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有
哪些特点？

答：从参赛成绩上看，东京残奥会
中国代表团此次参赛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田径、游
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等是我国的优势
项目，这几个项目占了代表团奖牌的多
数。二是举重、射箭、射击、自行车等潜
优势项目取得突破，几个项目分别获得
数枚金牌。三是首次参赛项目令人惊
喜。羽毛球队获得 5枚金牌，跆拳道收
获 1 枚铜牌，铁人三项获得一个第四
名。四是集体项目可圈可点。我国的参
加集体项目整体有很大突破。坐式排球
女队、轮椅篮球女队、盲人门球男队均打
进决赛，获得银牌，特别是女子轮椅篮球
队的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五是年轻运
动员表现抢眼。首次参加残奥会的年轻
选手超过40%，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团中
年龄最小的16岁游泳小将蒋裕燕获得2
枚金牌、1枚银牌、1枚铜牌，创 2项世界
纪录；23岁的盲人游泳女运动员马佳获
得2枚金牌、1枚银牌，创2项世界纪录，
新生代运动员为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文明参赛、增进友谊方面看，东
京残奥会期间，我国运动员们所表现出
的文明风尚，为中国残疾人和体育代表
团的良好形象增光添彩。比如，游泳运
动员马佳、李桂芝沉着面对重赛，再夺
金银牌；卢冬在领奖时，身旁是轮椅运
动员，她主动下蹲合影；轮椅击剑运动
员边静主动帮助残疾程度更重的对手，
推着她的轮椅走下赛场。这些温馨的
画面，源于运动员们对体育精神、体育
风尚的理解，边静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
常深刻，她说：“戴上面罩，我们是对手，
摘下面罩，我们是朋友。”中国体育运动
员在赛场上拼尽全力，赛场下展现出良
好的文明风尚。

问：这届残奥会参赛任务的顺利完
成，还将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答：我们希望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
代表团带来的荣誉、骄傲与振奋，能够激
励更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走进运动场，
积极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享受运动带
来的快乐，能够激励更多的残疾人勇敢
地面对生活，自尊、自信、自强、自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这为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
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动
力。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顺利参加
东京残奥会并取得优异成绩，正是伟大
祖国不断发展进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
增强的具体体现，是我国残疾人事业加
快发展、广大残疾人生活状况明显改善
的生动写照，是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
强国不断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残奥
运动员顽强拼搏和广大残疾人工作者、
体育工作者无私奉献的奋斗结晶。

一直以来，中国残联努力推动让全
社会的残疾人都能享受到体育的快乐，
享受体育康复带来的益处，发展群众体
育事业，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实现
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残联
组织、体育部门将残疾人作为全民健身
服务的重点人群，大力开展残疾人康复
健身活动，举办“残疾人健身周”“冰雪
季”“全国特奥日”等群众性残疾人体育
活动，建设残疾人社区健身示范点，培
养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研发推广摇
摆铃等适合残疾人使用的小型康复健
身体育器材，创编普及轮椅哑铃操、盲
人花式跳绳等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项
目和方法。残疾人在竞技体育舞台上
的辉煌，将继续助推残疾人群众体育平
台的建设，带动残疾人体育事业在“十
四五”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东京9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