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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国家级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横峰县二小学生在国际
足球发展教练帕特的指导下练习踢
足球。横峰县2015年开始发展校
园足球，目前有3所学校被评为国家
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6名学生获得
国家级运动员称号。

据悉，英超伯恩利足球俱乐部
受江西省足球协会邀请，来到上饶
开展为期四天的青少年足球训练指
导活动，开启了一场中外足球文化
交流之旅。

特约通讯员 晏 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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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落幕
本报丰城讯 （记者郁鑫鹏 通讯员黄常胜）经过6天

的鏖战，第十二届“丰城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在宜春
丰城圆满收枰，主场作战的丰城队夺得团体第一名，山东
青岛的潘文君获得个人冠军。

“丰城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是全国四大业余围棋
赛事之一，本届“丰城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162名棋手参
赛。比赛采用个人积分编排制，共11轮。另外，由于增设
了女子奖，并邀请二段（含）职业女棋手参赛，本届比赛女
棋手骤然增多，达到37人，其中包括文兆仪、丁明君等3名
职业女棋手。江西今年成立的冲段少年集训队——江西
黑猫尖蕾少年队派出的3名选手表现不错，各有胜场。

第一次参加世界跆拳道锦标赛

江西女将站上领奖台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5月 17日，记者从江西省

体育局了解到，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今年 20 岁的
运动员谭雪琴日前获得世界跆拳道锦标赛女子46公
斤级项目的铜牌，向2020年东京奥运会再进一步。

作为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一站重要积分赛事，
2019世界跆拳道锦标赛5月15日在英国曼彻斯特拉
开战幕。5 月 15 日进行的女子 46 公斤级半决赛中，
青方选手谭雪琴面对红方选手伊朗的马希娅。第一
次参加世锦赛，江西姑娘在半决赛中表现得有些紧
张，导致了她在比赛的首回合中得分快丢分也快。
第二回合的开局阶段，江西姑娘凭借一连串的进攻
连拿四分，取得领先。在第三回合距离整场比赛结
束还剩一分多钟的时候，谭雪琴在双方的缠斗中遭
伊朗选手击头，对手凭借这个 3 分反超了比分。最
终，谭雪琴以9∶11不敌对手获得铜牌。赛后，谭雪琴
表示，本场比赛自己的实力是可以赢对手的，但比赛
中有些紧张，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导致不能进决
赛有点可惜。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5月18日上午，“走进你的
美”2019湾里第二届徒步大会在南昌市湾里区成功举行，
近4000余名选手从岭秀湖市民公园出发，途经招贤大道、
翠岩路、七彩路口、湾里新经济产业园等景区，最终达到
江西明清古民建博览园，完成了南昌湾里最美风景线的
徒步旅程。

为了提高本次大会的趣味性，组委会在徒步线路沿
途设立了“五音补全”“洋为中用”两个趣味游戏关卡，让
选手们有更好的互动体验。据悉，“走进你的美”国际徒
步大会是湾里区近年来打造的一个全民运动健身品牌项
目，让湾里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独具风采的全域旅游示范
区知名度不断扩大。

4000余人徒步湾里最美风景线

选手展示队旗。 本报记者 陈 璋摄

中国攀岩联赛江西选手夺金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 通讯员吕海）5 月 17 日至 19

日，2019中国攀岩联赛（广州增城站）在广州举行，来自江
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青少年攀岩俱乐部的队员林鹏辉，
在男子速度赛中夺得冠军，队友谢贵珍获女子速度赛季
军。另一名队友邱海梅获女子速度赛第五名。

林鹏辉在预赛中发挥欠佳，以6.420秒第六名的成绩
进入决赛，在决赛中发挥稳健，一路过关斩将，最终以
6.016秒战胜广东选手夺得冠军。谢贵珍在争夺冠亚军决
赛资格时出现失误，以10.533秒不敌湖南选手而进入季军
争夺战，之后她及时调整心态，最终以9.067秒战胜重庆选
手获得季军。

全国象棋大师齐聚安义古村切磋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5月18日，2019“安义古村杯”

全国象棋公开赛在安义古村景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多位象棋大师、业余高手齐聚一堂，共同切磋棋艺。

本次比赛是由中国象棋协会主办，江西省体育总会、
江西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江西省象棋协会、南昌市体育
局、安义县政府共同承办。大赛组委会还邀请到了象棋
蒙目棋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象棋大师党斐前来安
义古村进行1对8的蒙目棋车轮战，让象棋爱好者能够零
距离欣赏党斐的精彩表演。据悉，“安义古村杯”全国象
棋公开赛已经和中国象棋协会签订了三年的办赛合作协
议，也就意味着该赛事将连续举办三年。

原上富镇人民政府办公楼使用时间长，超出设计
使用年限，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不能继续使用。自
2019 年 5 月 23 日起，上富镇人民政府办公地点搬迁
到2015年建成的镇计生服务站办公楼临时办公。因
办公地点搬迁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上富镇人民政府
2019年5月13日

上富镇人民政府办公地点搬迁公告

直升电梯长期故障维修、盲道被停车占用、专用厕所堆满杂物……

万众期待的 2019 国际田联钻石联
赛上海站男子 100 米比赛中，中国名将
苏炳添最终以 10 秒 05 的成绩仅名列第
五。不过在赛后发布会上，他依然对自
己充满信心。

2017年上海站上加冕首位夺得男子
百米冠军的中国人，2018 年以 0.01 秒之
差屈居亚军，2019 年的上海站虽然是苏
炳添本赛季首次参加 100 米比赛，而且
对手包括名将科尔曼等一众高手，但大
家对他的期待依然很高——“保三争
一”，是田径迷们说得最多的。人们期待
着苏“飞人”能在上海、在自己本赛季的
首场100米比赛中，给大家带来惊喜。

虽然最终的结果并不如人意，但苏

炳添依然微笑面对。
不过苏炳添也正视自己在比赛中的

不足，表示自己没有跑出自己良好的水
平。“其实前半程的出发、衔接都不错，但
是 60米后，我感觉自己的体能各方面都
受到了旁边对手的影响，打乱了自己的
节奏，后面三四十米都没有达到非常好
的表现。”苏炳添说。

2017 年的上海站男子百米飞人大
战，因为老将加特林的因伤退出，“中日
对抗”成为比赛最大的看点：日本名将桐
生祥绣、剑桥飞鸟和萨尼布朗“围攻”苏
炳添，最终苏炳添以赛季最好成绩 10秒
09夺冠。

2018年的上海站男子百米比赛是场

“雨战”，中国选手苏炳添和英国选手普
雷斯科特几乎同时冲过终点线。结果出
来，苏炳添的成绩是 10 秒 05，以 0.01 秒
之差屈居亚军。

在那之后，中国飞人在欧洲赛场两
次跑出 9 秒 91 追平亚洲纪录，并且在雅
加达亚运会上以9秒92夺冠。

对已经迎来而立之年的苏炳添来
说，其实已经过了短跑选手的“黄金期”，
但是一直在跑道上坚持的他，对自己的
未来依然充满信心。

赛后苏炳添表示：“今天在有点失误
的情况下，还能跑出 10 秒 05 的成绩，这
给我接下来的比赛有很大的信心。”

（据新华社电）

国际田联世界挑战赛（南京站）
即将开赛

新华社南京5月19日电 记者 19日从主
办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9 年国际
田联世界挑战赛（南京站）将于 21 日在南京
青奥体育公园体育场举行，谢震业、王宇等国
内名将将出战本站赛事。

国际田联世界挑战赛是国际田联仅次于
钻石联赛的高级别赛事，2019年共设9站，南
京是第四站。本次比赛共有来自 46 个国家
和地区的 178 名运动员参加，其中包括刚刚
在上海结束的钻石联赛中的多个单项冠军。

中国队有包括谢震业、王宇在内的多位
名将出战本次赛事，刚刚在上海夺得钻石联
赛男子跳高冠军的王宇表示，自己第一次参
加国际比赛就是世界挑战赛，和这项比赛十
分有缘，虽然在上海夺冠，但自己对成绩并不
是很满意，希望本次比赛能有更好的表现。

跑出预计成绩10秒05

飞人苏炳添充满信心
相关新闻

直升电梯长期故障维修、盲道被停车占用、斜坡通道直上直下、专用厕所

堆满杂物……这些情景常常被人们忽视，却给不少出行的残疾人带来心酸和

烦恼。

5月19日是第29次全国助残日。受访的残障人士和专家表示，除了继续

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外，更应该唤醒那些“沉睡”的无障碍设施。

“外出不敢喝水，找厕所
太难”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数据显示，当前
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万。记者
调查发现，尽管各级政府大力提倡加强
无障碍设施建设，然而长期困扰他们的
出行难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5 月 15
日，安徽省合肥市一位盲人带着她的导
盲犬外出坐公交车、打出租车均被拒载，
安徽省合肥市公交集团有关负责人对此
解释称，对于盲人携带导盲犬选择公共
交通出行，有一些法规支持，但仍缺乏具
体执行的明文规定。

提起出门遇到的那些烦心事，全国
残运会百米蛙泳冠军代国宏也感同身

受。退役后的他在四川省成都市一家游
泳馆任教练，因为工作需要，代国宏出门
更为频繁。

“外出不敢喝水，找厕所太难。”代国
宏告诉记者，虽然很多地方都有无障碍
厕所，但常常没法使用，有直接上锁的，
有门太窄轮椅进不去的，还有的成了储
物间……让他更难受的是，有次好不容
易找到一个无障碍厕所，门口处却有一
个台阶。代国宏说，烦心的地方还有很
多，比如一些过街天桥坡道坡度太大，必
须要绕行，但绕完后却成了逆行，坐飞机
时轮椅托运被压坏更是常有的事。“轮椅
就是我们的腿，没有腿怎么前行？”他说。

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生活在深圳市
龙岗区的赵业云。由于双下肢残疾，他

已经坐了 10 年轮椅。“深圳很多地下通
道都是直上直下的，坡道很陡，如果没有
人帮忙，就是‘下得去、上不来’，应该设
计成折线或Z字形才对嘛。”赵业云说，
自己已经练成了一些“绝技”，比如把轮
椅前面翘起来上台阶。再比如，如果只
有三四级台阶要下的话，坐在轮椅上直
接冲下去，这些都已经很熟练。

按照赵业云的描述，记者来到深圳
市红岭中路与深南东路交叉的十字路
口，发现该处的地下通道虽然设有可供
残疾人轮椅通行的斜坡，但和赵业云的
描述十分相似：由于坡度过陡，很难独自
操控轮椅来到路面，往下走时甚至存在

“冲刺翻车”风险。

施工维护不当、运行机制
未建立、社会参与不够

《2018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我国共出台了 475 个省、地市、县
级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法规、政府令
和规范性文件，1702个地市、县系统开展
无障碍环境建设。受访专家表示，当前
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规、标准进一步
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进步明显，但仍存
在施工维护不当、城乡不均衡，规范化运
行机制尚未建立，社会参与不够等问题。

——施工维护不当、城乡发展不均
衡。致公党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建设
高水平无障碍公共环境的提案》显示：
2017年，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曾对全市
范围内325家各级别宾馆进行无障碍体
验，发现三分之二的被考察宾馆在无障
碍设施建设方面存在问题；此外，村镇无
障碍环境建设仍相对滞后，在农村地区，
除无障碍设施不足及利用程度不高外，
单体设施建设不达标现象也比较突出，
管理维护水平普遍较低。

——规范化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北
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
许槟介绍，目前无障碍环境系统化建设
规范化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其中关键问
题在于缺乏强有力且有效的主管机构
或协调组织者。“各省、市残联作为社会

团体，其协调力度十分有限，虽然法规
赋予其监督和建议权，但在具体执行中
仍然需要依赖相关部门和企业的自觉
性。”许槟说。

——认识有限、社会参与水平不
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宋煜表示，由于长期将“无障碍”
等同于“助残”，导致大多数个人和团体
往往认为无障碍环境建设“与己无关”，
也很难让群众有更多参与意识。广东省
肢残人协会和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针对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调研结果也显
示，在广东省，影响无障碍设施使用率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设施被占用，恰恰是
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占用，导致了无
障碍设施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唤醒“沉睡”无障碍设施需
多方发力

如何唤醒“沉睡”的无障碍设施？受访
的专家和残障人士表示需要从多方发力。

许槟表示，要探索建立包括规划、施
工、竣工、维护、体检评估和监督反馈一
体的全程运作机制。“当前各地区无障碍
公共环境还不是一个有机整体，还没形
成相关衔接的关联体系，这也是大家反
映的情况，很多地方都有设施，但还是出
门不方便。”他说。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表示，
建设无障碍城市的同时，乡村无障碍建
设短板也需尽快补齐。当前，要以开展
乡村振兴为契机，将乡村的无障碍环境
建设工作纳入其中，补齐农村无障碍公
共环境建设的短板，并将农村无障碍公
共环境建设纳入考核内容，全面推动美
丽乡村建设。

“无障碍设施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助
残，而是服务于所有人，是给大家提供有
尊严生活的基础条件。”宋煜说，应该充
分利用盲人体验馆、科技馆、博物馆等现
有资源，积极推动各类社会公益项目，普
及无障碍通用设计理念，让每个人都有
意识成为无障碍公共环境的建设者。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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