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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东京残奥会特别报道

新华社东京8月 25日电（记者韦
骅、李浩）东京残奥会的第一块金牌 25
日在伊豆自行车竞赛馆产生，澳大利亚
车手格雷科在场地自行车女子C1-3级
3000米个人追逐赛决赛中战胜中国队
选手王小梅，获得金牌。取得亚军的王
小梅为中国代表团赢得本次残奥会的
首枚奖牌。

女子 C1-3 级 3000 米个人追逐赛
由 C1、C2 和 C3 三个级别合而为一进
行角逐，预赛前两名争夺金牌，三、四名

争夺铜牌。中国队的三名选手——C1
级别的钱王伟、C2级别的曾思妮和C3
级别的王小梅在当天的预赛中均打破
各自级别的世界纪录。尽管后来纪录
被同为 C3 级别的格雷科刷新，王小梅
仍以 3 分 55秒 781、预赛第二的成绩进
军决赛。

下午进行的决赛中，格雷科以 3分
50秒 815再次打破世界纪录，王小梅以
3分 54秒 975完赛。德国选手申德勒获
得铜牌。

王小梅出生于 2000 年，2016 年进
入广东自行车队。她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能为中国队拿到本次残奥会的
第一块奖牌，非常开心。自己感觉挺惊
喜的，但也有点遗憾，有些细节可以继
续提高。”

在未来的几天里，王小梅还将参加
公路个人计时赛、公路大组赛等多个项
目的争夺。她说：“这块奖牌对我来说
是一种激励，希望之后能更进一步，做
到最好。”

新华社东京8月 25日电（记者董
意行 胡佳丽）25 日，东京残奥会轮椅
击剑比赛于千叶县幕张国际会展中心
拉开帷幕，中国选手李豪在男子佩剑个
人A级决赛中以 15:12战胜乌克兰选手
曼科，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东京残奥
会首枚金牌。

面对世界排名比自己高两位的对
手，李豪在决赛中取得了 3:1 的良好开
局。但接下来对手连得 6 分反超比
分。随后两人各得一分，李豪以 4:8 落
后。经过心态和战术上的调整，李豪连
续追分至 10:8，并在最后几剑的争夺中
保持住了领先优势，最终在自己的残奥
首秀中夺得冠军。

谈到比赛中领先、落后、反超的跌
宕起伏，李豪表示，自己还是打得有点
激进、有点一根筋，总是拼命向前冲。
当教练让他放慢速度、掌握节奏后，便
追回了比分。

当记者问到为中国夺得首金的感
想时，李豪表示“完全没想到”。“没有
预期。我之前说能进前四、拿个牌，
就觉得不负此行。”他说，“其实我还
有很多方面的不足，我需要弥补自己
的短板。这次能拿下比赛不是说我
技术多么好，而是我敢拼敢打。第一
次参加残奥会没有负担、没有多少压
力。”

在此前的半决赛中，李豪以 15:12

战胜了第四次参加残奥会的队友田建
全。面对既是队友更是前辈的田建全，
李豪第一次战胜对方，便是在残奥会这
一最高舞台上。

“这一次可能他心里面负担要大一
点，而我是轻装上阵，没有多少包袱。”
李豪说，“我感觉他今天的状态有点下
滑，我今天就是敢拼敢打做自己，然后
拿下了比赛。他是我的灯塔，指引我击
剑的方向。”

接下来，李豪将分别于 28 日和 29
日参加男子花剑个人 A 级和男子花
剑团体比赛的角逐。“我希望自己把
这种状态带到后面的每一场比赛。”
李豪说。

中国首金盘点
8 月 25 日，在东京残奥会的首个正式

比赛日中，中国选手李豪夺得男子佩剑个
人A级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东京残奥
会首金。

将时间拨回1984年，中国代表团首次
参加残奥会。平亚丽在盲人跳远项目中
一跃摘得中国残奥代表团历史首枚金牌，
掀开了中国残疾人运动的新篇章。此后
的 20 多年时间中，中国残奥代表团屡屡
创造佳绩。

而其中，获得每届残奥会首金的选手
们无疑格外引人关注。你知道最近几届残
奥会，中国代表团的首金都是谁摘得的吗？

1992年巴塞罗那残奥会 黄文涛

1992 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
九届残奥会上，世界记住了一位中国小伙
子的身影。当时 23岁的黄文涛摘得了男
子盲人 B2 级跳远冠军，为中国代表团赢
得了那一届残奥会的首金。

1996年亚特兰大残奥会 侯斌

在 1996年亚特兰大残奥会上，初次参
加残奥会的侯斌就在跳高 F42 级比赛中
以 1.92米的成绩夺冠，为中国代表团摘得
了这届残奥会的首金，并且创造了该项目
的世界纪录。

2000年悉尼残奥会 徐红艳

在悉尼残奥会上，当时 24岁的徐红艳
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届残奥会首枚金
牌。她在女子铁饼 F12 级决赛中掷出
42.19 米的成绩，超过获得第二名的美国
选手莉萨-班塔 3.53米。

2004年雅典残奥会 李剑飞

2004年，李剑飞在男子 P1-10米气手
枪决赛中，以 663.8环的成绩夺得冠军，为
中国残奥代表团获得雅典残奥会的首枚
金牌。

这届残奥会上，中国代表团奖牌总数
首次突破 100大关，金牌和奖牌数都遥遥
领先位居第二的英国队。而也是从这届
残奥会开始，中国代表团连续四届夏季残
奥会取得金牌和奖牌总数双第一。

2008年北京残奥会 杜剑平

在自己家门口举办的残奥会上，四肢
中只有右臂可以发力的杜剑平在 S3级男
子 100 米自由泳决赛中以 1 分 35 秒 21 的
成绩夺冠，这一成绩比此前的原世界纪录
整整快了 5秒多。

北京残奥会，不但体现了中国代表团
强大的竞技实力，也体现了中国高水平的
办赛能力。和此前的北京奥运会一样，北
京残奥会也成为体育史中辉煌的一笔。

2012年伦敦残奥会 张翠平

2012年，“神枪手”张翠平在伦敦残奥
会 R2-SH1 级女子 10 米气步枪站姿比赛
中，以破世界纪录的 500.9环的成绩夺冠，
摘得伦敦残奥会的首枚金牌，同时也为中
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伦敦残奥会的首金。

2016年里约残奥会 董超

在里约残奥会 R1-SH1 级男子 10 米
气步枪站姿比赛中，董超以 205.8 环的优
异成绩成功卫冕，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赢得
首枚金牌。

5 年后的东京，中国残奥代表团再次
踏上征程，李豪的金牌为队伍取得了开门
红。而中国的残奥运动员们，将秉承和前
辈们一样的奥林匹克精神，在残奥舞台上
展现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希望他们
在此后的比赛中发挥出色，取得好成
绩！ 中 新

有话直说千钧一剑定乾坤

中国击剑夺得四金

轮椅击剑选手李豪为中国队夺得东京残奥会首金

王小梅为中国队赢得东京残奥会首枚奖牌

8月 25日，在东京残奥会首个比赛
日中，中国击剑选手发挥出色，夺得 4
枚金牌。

因为小时候遭遇车祸，李豪的右腿
被截肢，但男孩好动的天性，让他选择
成为一名残疾人运动员。李豪说：“如
果不是因为击剑，我可能很难撑下去。”
在轮椅击剑男子佩剑个人赛 A 级决赛
中，李豪以 15：12的比分战胜乌克兰选
手曼科，为中国军团拿下本届残奥会的

首枚金牌。
冯彦出战男子佩剑个人B级决赛，

他面对波兰选手稳扎稳打，以 15：11夺
得金牌。

女子佩剑个人A级决赛，边静以总
分 15：7 轻松夺冠，成功拿下中国队的
第三枚金牌。

女子佩剑个人B级金牌赛中，谭淑
梅以 15：7 的大比分，击败头号种子乌
克兰选手，再夺一金。

东京残奥会是中国队第五次参加
残奥会轮椅击剑比赛，共 11 名运动员
参赛。在上届里约残奥会中，中国轮椅
击剑队夺得 9枚金牌。

击剑大放光彩，游泳也表现不俗。
在东京残奥会女子 200 米自由泳 S5 决
赛中，张丽夺冠，这是中国代表团拿下
的第 5金，也是中国游泳队在本次比赛
的第 1金。

据《扬子晚报》

新华社东京8月25日电 24日，中
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向东京残奥会中国
体育代表团致函，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和
祝愿，并表示将和全国人民一道加油助
威，期待中国体育代表团平安凯旋。

函件中写道：“疫情之下，残奥健儿
备战参赛尤为不易，也因此更加令人感
佩。中国奥委会及中国国家队运动员
将认真学习和发扬你们不畏艰险、勇敢
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共同推进体育

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
24日晚，第16届夏季残奥会在日本

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开幕。中国体育代表
团由 437人组成，其中运动员 251人，将
参加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比赛。

期待你们平安凯旋

中国奥委会致函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李豪（左）在获胜后庆祝。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