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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月 # 日，北京时间晚上 $

时，第三届亚残运会在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举行。当中国代表团进入体
育场，“走”在队伍前面高举五星红
旗的一张熟悉面孔让正在朋友圈里
看“直播”的许多上海残疾人工作者
们兴奋不已：“是邹丽红！中国代表
团旗手是阿拉上海的邹丽红！”
邹丽红是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竞

速队队长，也是 %"!#年里约残奥会
三金得主。这是上海运动员首次担
任亚残运会开幕式旗手，也是我国
首位担任亚残运会开幕式旗手的女
性运动员。上海市残疾人体育训练
中心主任、本届亚残运会中国轮椅
竞速队领队柳瑾激动地说，这是对
在沪训练的中国轮椅竞速队的肯
定，更是上海残疾人运动员的骄傲！

本届亚残运会上，共有 %%名上
海籍运动员参加 #个大项的比赛。
截至昨晚，上海选手已获得团体金牌
&枚、个人金牌'枚、银牌 !枚和铜
牌 %枚，还在轮椅竞速女子 (""米
和男子 )'&级 !""米两个非奖牌类
项目中分别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

上海元素点亮雅加达
“捷报：经团部研究决定，国家

竞速轮椅队上海籍运动员邹丽红担
任第三届亚残运会中国代表团开幕
式旗手。”!"月 &日，手机上收到的
这条信息让柳瑾和中国轮椅竞速队
主教练黄鹏都激动不已。黄鹏已是
第三次带队参加亚残运会，此前还
带队参加了三次残奥会。%"!#年，
在巴西里约残奥会上，邹丽红一人
独得三金，特别是取得了中国轮椅
竞速在世界大赛中长距离项目上零
的突破，获得整个残奥会最后一块
金牌———女子轮椅马拉松项目金
牌。这背后的功臣，正是黄鹏。
柳瑾表示，上海市残疾人体育

训练中心作为国家轮椅竞速队的训
练基地，不仅为上海，也为国家培养
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拥有世界
级水平的轮椅竞速运动员和教练
员。在 $月 %$日第三届亚残运会中
国体育代表团动员大会上，黄鹏代
表全体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发言，也
体现出上海对全国残疾人轮椅竞速
项目及残疾人运动发展所做的贡
献。同时，上海选手王彦章作为残疾
人田径运动中的佼佼者，此次不仅
将继续参加比赛，还成为本届亚残
运会运动员委员会候选人……此时
的印尼雅加达，上海元素如此浓墨

重彩，是上海残疾人自强不息精神
的最好写照。

上海选手冲锋夺奖牌
!"月 (日，比赛日正式开始，

将持续至 !#日结束。本次比赛共有
&*个国家和地区约 *"""名运动员
参赛，其中有 %*%名中国运动员参
赛，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境外参加远

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和
亚残运会以来，运动员人数最多的
一次。运动会共设 !+个大项的比
赛，中国代表团将参加其中 !'个大
项的角逐。
开赛首日上午，被寄予厚望的

邹丽红不出意外，在轮椅竞速 (""

米（非奖牌类项目）决赛中获得第一
名。多次参加残奥会和亚残运会的

“老将”们保持了极高的运动水准，
上海选手不断斩获奖牌，其中一些
选手还双喜临门。

轮椅击剑是上海的优势项目。
截至昨晚，上海选手陈依君及其队
友共同获得男子花剑和男子佩剑团
体两枚团体金牌，陈依君还获得男
子佩剑 ,级金牌。邹绪凤、周景景、
肖蓉和辜海燕 &位女将捧回女子花
剑团体金牌，邹绪凤、肖蓉、辜海燕
共同获得女子佩剑团体金牌，辜海
燕和肖蓉还分获女子佩剑 , 级和
女子佩剑 -级金牌。
在轮椅竞速赛场，上海选手奋

勇争先。章勇在男子 )'&级比赛中
获得金牌，邹丽红获女子 )'& 级
!'"" 米金牌和 ("" 米项目的第一
名，胡洋在男子 )'&级 !""米比赛
中获第二名，杨少桥获 )'*级 (""

米项目铜牌。
此外，连续两次获得残奥会首

枚金牌的张亮敏此次还获得了铅球
.!!/!%级项目银牌，付昕翰获铅球
.*'级铜牌。
接下来的几天中，上海选手还

将参加多项比赛的角逐，继续向奖
牌发起冲击。

孙云

中国代表团旗手是“阿拉”邹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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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亚残运会上海选手截至昨晚共获!金"银#铜

! 中国代表团成员准备入场!举国旗者为邹丽红" 上海市残疾人体训中心供图

! ! ! !国庆期间，上海几十名残疾人
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郊游———驾驶各
自的残疾人代步车，或乘坐地铁再
换乘公交车，从上海的四面八方赶
到松江区小昆山镇一偏远农场，下
塘垂钓，下田采摘。每个人回家的时
候，都拎着几包甚至带着几箱沉甸
甸的新鲜玉米。这是因为他们特别
喜欢吃玉米吗？非也。其实，这是一
次爱心之旅———玉米地的主人王明
华夫妇是一对残疾农民，虽然家道
中落，但并不怨天尤人，不等不靠，
双双从城里来到乡下开荒种地，不
料遇上玉米滞销，采摘期短暂的玉
米如不能在半个月内销售完，将面
临巨大损失。松江的残疾朋友知道
后，一传十、十传百，许多爱心志愿
者陆续来到农场，帮助采摘和销售
玉米，#"亩地的玉米几乎都已消化
完，解了王明华夫妇的燃眉之急。

不等不靠务农还债
丈夫王明华和妻子柴秀娥都是

残疾人。王明华早年遭遇车祸，右腿
不能屈膝，柴秀娥患有严重的类风
湿关节炎，已出现骨侵蚀症状，两人
行动都不方便。不过，他们都是热心
人，特别是王明华，还是兴家残疾人
义务家教学校松江分校的志愿者。
前几年，因为儿子出了一些状况，年
过半百的他们不得不变卖房产，在
小昆山镇的方仁农场租了 '"亩鱼
塘和 #"亩田地，务农还债。除了悉
心耕耘这 !!"亩鱼塘田地，他们还
在周边整理出一些闲散土地，把边
边角角都利用起来，种上毛豆、青
菜、萝卜、枇杷、苹果、南瓜、枣子等，
只要是能卖钱的时令蔬果，他们都
愿意种。

为了还债，王明华夫妇每天起
早贪黑，拼命干活。几年奋斗下来，
债务还得差不多了，柴秀娥的病却
愈加严重，普通剂量的药片已经不
够维持药效。王明华心疼老伴，不让
她提重物，也不让她下水，承包了所
有重活。原本皮肤挺白的他晒脱了
一层又一层皮，脸上、手上都变得黝
黑。因为农场实行无公害种植标准，
不喷洒农药，天气一热，蚊虫就多，
王明华说，厉害的时候甚至“满脸全
是蚊子”，不得不戴上养蜂人的专用
帽子来防蚊。

玉米丰收却发了愁
虽然条件艰苦，但王明华说，这

些苦不算什么，最怕农作物收成不
好，而收成好了，又要担心销路不好。
今年，他听说玉米畅销，于是把

#"亩地全种上白糯玉米，还雇了几
名残疾人帮忙种植、除草等。$月
底，玉米逐渐成熟，亩产三四百公
斤，可谓大丰收。为了抓紧时间采
摘，'&岁的王明华每天凌晨二三时
起床，先去塘里捞鱼，天亮后再到田
里摘玉米，想趁着新鲜赶紧上市。
然而，夫妻俩开心了没几天，突

然收到坏消息———由于市场行情变
化，原本口头承诺包销的收购方不
遵守约定，不打算买玉米了。这让事
先没有联系其他销售渠道的夫妻
俩，一下子蔫了。

$月下旬，我们来到田里这天，
王明华看着丰收的田野，心疼地说：
“都是很好的品种。”他顺手摘下一
棵白糯玉米，剥去外壳，只见象牙白
的玉米粒透着晶莹光泽，粒粒饱满，
用指甲轻轻一掐，汁水便爆出来。
“玉米周期短，采摘期不过半个月，

现在还剩 &"亩地的玉米没有着落。
如果卖不出去，可能血本无归。”谈
起这些玉米，王明华的嘴角微微抽
动着，两眼黯淡无光。

朋友圈里一呼百应
在王明华夫妇一筹莫展的时

候，出租土地的方仁农场为他们提
供了打包场地，又通过自家微店帮
助销售。兴家残疾人义务家教学校
松江分校的负责人石凤英听说这件
事后，也马上在朋友圈发布了这一
信息，发动大家购买。
不少充满爱心的残疾人朋友马

上行动起来，来到小昆山镇，帮忙采
摘、包装和购买玉米。他们还在自己
的朋友圈里继续发布信息，帮助王
明华夫妇叫卖。一些不方便前去的
市民则委托他人代购或直接捐款，
指定购买玉米赠送给接受兴家学校
义务家教的残疾人家庭子女。
国庆节前后，兴家学校的大学

生家教志愿者和受助学生来到田里
采摘玉米，送到资助学校的爱心人
士和残疾人家中，又帮助王明华通
过网络进行销售，以每公斤比市场
价低约 %元的价格销售。在松江大
学城读书的大三学生梁相怡从小生
活在城市，在田里忙活了几天脸晒
黑了，手指也磨破了，可她甘之如
饴：“这是我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国
庆假期。”
国庆期间，又有约 *"名残疾人

及其家人驾驶残疾人代步车或坐着
轮椅，集体来到小昆山镇，采摘购买
了五六百公斤玉米。看着 #"亩地里
的玉米几乎销售一空，王明华夫妇
露出了欣慰而感恩的笑容。

孙云 张小小

! ! ! !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蒲公
英”志愿者服务队，近日获评上海
市级机关工委 %"!#0%"!+年度志
愿服务先进集体。
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在服务

全市伤残人士的同时，成立“蒲公
英”志愿者服务队，现有志愿者
%!# 人。服务队利用业余时间为
病患和伤残人士提供志愿服务，

以“希望之家”线上线下系列活
动、工伤职工职业康复等 !"个服
务项目为载体，通过康复讲座、在
线咨询、社区义诊、技能指导、心
理团队活动等形式，帮助伤残人
士了解康复知识、掌握康复技能、
提升生活质量，迄今已服务 *万
多人次。

孙云

! ! ! !嘉定区第五届残疾人运动
会近日举行，共设田径、乒乓、跳
绳、扑克（!"分）、中国象棋、黑白
棋、飞镖、滚球、肢残人操、第九
套广播操、阳光韵律操等 !!个
项目，来自全区 !%个街镇和成
佳学校的 (!# 名运动员角逐
!'*!枚奖牌。

开幕式上，嘉定区和“嘉昆
太协同创新核心圈”的兄弟城市
太仓、昆山两地的残疾人们进行
了文艺展演，轮椅拉丁舞、聋人
舞蹈等节目展现出残疾人挑战
自我、热爱生命、自强不息的精
神风貌。

孙云 朱德春 摄影报道

嘉定区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举行

“蒲公英”志愿者服务队
获评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残疾人开荒种植玉米 滞销
志愿者寻访采摘购买 有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