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油，赵国存！》

---为梦想助力、向极限挑战，聚焦残奥会全媒体特别直播

【节目题头】

主持人：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 7:33，东京时间 8:33，您现在

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青海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107.5 兆赫，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

是加油赵国存为梦想助力向极限挑战，青海经济广播聚焦残奥会全媒体特别节目。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彭阳。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芮羽，此时此刻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青海

经济广播加入节目的实时互动。在本次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也将邀请社会各界通

过京广热线 09716329353、09716329354，还有经济广播的公共平台以及听见广播

的 APP，一起为咱们中国队加油，为赵国存加油，同时也一起为参加东京奥运会残

奥会的健儿们加油。当然您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还有语音等信息为残奥健儿喝彩

助威。

我们了解到今天也是咱们东京残奥会的最后一天 9月 5号，那么值得一提的在今年

的残奥会赛场上走出了一位帅气阳光的青海小伙，他就是毕业于青海大学农牧学院

的青海省残疾运动员赵国存，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主人公。

目前赵国存是正在参加第十六届残奥会田径跑跳组马拉松项目的一个比赛，此刻让

我们每一位家乡人为远在东京比赛的赵国存加油助威，您可以通过节目微信公众平

台的账号，青海经济广播在下方子菜单栏来点击听见广播，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

实时直播。

没错。那么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还邀请到了青海省残联宣文部安生钧副部

长，青海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郭全才处长做客直播间，作为见证赵国存一路成长的

领导和师长，来为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讲述青海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和赵国存

自强拼搏的故事，那么也请我们两位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看视频直播的

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你好，安部、郭处。

嘉宾：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通过一段记者采访的音频来了解一下咱们青海籍的

长跑运动员赵国存。

【出录音:（赵国存简介音频）1992 年，出生一个月后，还在襁褓中的赵国存被确

诊为骨髓炎，导致左上肢残疾。虽然身体残疾，但他从未停止努力。2011 年，赵

国存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青海大学，他的体育课程选择了篮球。也正是这个机缘，

让体育老师发现了赵国存的运动天赋，从此也开启了他的逐梦之路：

2014 年，全国第九届残疾人锦标赛中获得男子 T46 级 1500 米第三名、5000

米第四名。



2015 年，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获得男子

T46 级 1500 米第二名、5000 米第二名、马拉松第四名、800 米第五名。

2016 年，海东市残疾人运动会中他获得男子 T46 级 1500 米第一名、5000 米

第一名、200 米第一名、4X100 米团体第一名。

2017 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中获得男子 T46 级 1500 米第二名、400 米第

五名。

2018 年，第十届残疾人田径锦标赛中获得男子 T46 级 1500 米第三名；青海省

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中，获得男子 T46 级 800 米第一名、1500 米第一、5000 米第

一名。

2019 年，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获得男子

T46 级马拉松第二名、5000 名第二名、1500 米第三名、800 米第五名。

2020 年 3 月，入选国家队。

2021 年 8 月，赵国存这位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90后”残疾

人运动员，出战东京残奥会，参加田径跑跳组(马拉松)项目的比赛。让我们一起

为青海赵国存加油！为奥运健儿们加油！】

第二现场主持人：好，这里是我们比赛观察的第二现场，我身边坐的是青海残疾

人田径队的助理教练吉三春。

嘉宾：他的状态也不错，就是状态，因为他们毕竟在一起训练，然后我们等一下

看一下画面能不能出来，我们也给他先提前加油。

主持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采访录音来了解一下，马拉松比赛的一些特点，

是咱们的苏伟教练为我们介绍到的全程。

【出录音：（苏伟）赵国存是 17 年通过两个冬训，他在能力上各方面提升也是非

常大的。主攻还是马拉松。马拉松它总距离是有个全程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

松是 42.195 公里。现在马拉松也是非常火，那一般的你像正常跑步是以健身为主

的话也没啥问题，但是你想达到一个高水平的话，也是有非常大的难度，必须要

通过一个系统的训练才能达到一个高度。马拉松难度最大的就是咱们常说的就是

“鬼门关”，30 到 35 公里这个这中间，可能到达一个人的一个极限，在这个时候

是最难度最大的，你要把这段距离可能要顶过去了，后面是可能稍微好一些。

现在按国际来说的话，现在已经是跑到了 1小时 59 分 40 多秒了，非常的高

了。像咱们国内的话，现在是国内记录也是咱们青海这块儿任龙云保持的全国记

录。

记者李俊：这是健全人的吧？

苏伟：对健全人的。

记者李俊：那残疾人的这一块呢？

苏伟：残疾人这块，按理说是赵国存这个成绩已经是非常高的了，去年他跑

了 2小时 27 分多。这个孩子确实也是能吃苦，包括我们在玉溪训练的时候，我们

训练平时每周都有一趟山路，那个坡起伏非常大，就是土道嘛。就在那个上面一

圈可能有个 800 多米，好几次他就是跑着跑着，顶不动了可能跑到 30多公里，我



们也是给他鼓劲打气，包括周边的一些队友什么的，有几次跑下来都跑到站都站

不住了，跑晕了好几次。好几次跑这种大量的 40 多公里，经常 40 多公里是经常

的事儿，基本上一周差不多有一次吧。跑下来以后，因为体力一个是饥饿，一个

是可能因为不适应，导致了他基本上这个是没有知觉的那种状态。所以他在意志

品质上还是非常强的，赵国聪对吃苦这个孩子也挺懂事，包括非常的随和，也是

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在这几年带的咱们残疾人这块，我也是去参加了几次比赛，

残疾人这块啊确实包括训练，包括比赛的精神，是我们健全人值得去学习的，体

现出了体育的一种精神。】

嘉宾：残疾人体育分级是残疾人竞技体育中在国际残奥会认可的合格损伤类型的

前提下，判断运动员是否达到所参赛项目的最低损伤标准。如果合格，将根据损伤

对活动受限的影响程度，将参加参加奥运会的项目的参赛者分配，由重之轻程度不

同的级别放到一个类别里，分级的这个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好的使我们的残疾人运

动员，尽可能的公平公正安全的比赛。

主持人：此刻我们也是继续通过我们的经济广播，听见广播视频 APP 来联线到我

们赛事的观察的第二现场，也请我们的赛事评论员，青海省残疾人田径队助理教练

吉三春带我们了解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东京残奥会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我们

的第二现场。

我们也是通过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一个直播画面，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镜头是给到

了我们的中国队此时此刻正在赛场上奔跑。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现在正在为您直

播的是加油赵国，存为梦想，助力向极限挑战。

青海经济广播聚焦残奥会全媒体的特别节目。第十六届残奥会通过刚刚连线，我们

知道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通过经济广播和听见广播视频直播 APP 来观

看，由残疾人运动员代表以及教练来发来的，为赵国存加油的助力视频。

【出视频：（青海残疾人运动员以及教练助力加油视频）赵国存希望你在东京残

奥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顺利完赛，安全归来。赵国存加油！】

主持人：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的实时温度为 19 度，体感温度大概是在 19~20

度之间，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那么接下来想向咱们的郭处长来询问一下，怎样的

天气条件对一场马拉松比赛来说是完美的，是热一些好凉一些，好有风好还是没有

风好，这也都是我们想要了解到的一些问题。

嘉宾：大家好，正如刚才主持人讲的，一场完美的马拉松确实是在天时地利人和

万事俱备的情况下能够创造优异成绩。那么从整个马拉松的发展情况看，我们天时

这一方面影响比较大的，包括温度、湿度、气压、阳光、风等等，水分的电解质也

失衡，那么对于运动员创造优异成绩也是非常的不利。那么综上所述，这几个方面，

整个运动员在马拉松比赛过程当中，希望的最佳环境基本上温度在 7度到 15 度，

湿度在 30%~60%，微风的情况下，风力比较小的情况下，有利于运动员创造优异的

成绩。那么国际上研究也发现，研究了 10 场世界高水平马拉松成绩获得的场次比



赛的气象资料表明，当时这几场比赛都是在气温 10~15 度左右的情况下创造的，刚

才主持人介绍今天的比赛现场，温度在 19 度左右也是非常适合，那么包括小雨，

小量的雨对运动员创造成绩也是有好处。大雨当然会影响到运动员的热量的散发等

等，所以我觉得今天整体的东京气候条件还是比较适合运动员创造佳绩的。

主持人：好的。感谢郭处长为我们解答了这样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接下来我们

也是通过我们的经济广播听见广播视频直播 APP 来关注我们家乡残联发来的助力视

频，一起来收看。

【出视频：（民和县残联助力视频）赵国存是从我们民和县走出去的残疾人运动

员，他的顽强拼搏、努力奔跑的精神，激励着我们民和县一万多名残疾人，我们

一起向梦想出发！一起加油！赵国春加油！家乡人民为您喝彩！加油！民和县残

联为赵国存加油！】

【出视频：（赵国存大学老师 孙万成）记者谈亮：好，收音机前和听见广播前的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坐的是他的大学时期的班主任孙老师，我们接下

来来听听赵国存在上大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

孙万成：我是青海大学，，我们农牧学院食品科学工程专业（的教师），我

的名字叫孙万成，我是赵国成的班主任，是从 2012 年到 2016 年带他们，（班级）

总共将近 70 人，然后他是唯一的有点残疾的，所以我也是比较特别关注他，（他）

比较稍微内向一点，但是对老师特别尊敬。我现在想了一下能够获得这么好的成

绩的人，可能自律肯定是非常强的。每天他自己要跑步的，也一方面自己爱好。

另一方面，确实是这个也是他的兴趣，刚开学的话（他）比较内向嘛，我们一开

始有迎新生活动，叫他讲话什么他不讲的，后续的话我看到他有些比赛获奖以后，

（他）经常跟同学开开玩笑、然后三五成群的一起和同学有说有笑的。很明显，

以前是不参与的，他跟我真的是谈心的说老师我非常喜欢的长跑，高中的时候我

也得过奖，我说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当然好，我鼓励你，他基本上在青年大学比

赛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参加了，为他加油。他跑步的时候是非常自信的，这是他喜

欢的事情，他可能也准备的比较多也比较充分，所以跑步的时候他还是比较放松

的。其实我看到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也是越来越自信，我还是很欣赏他。主要是

体育也是对他的影响是确实是比较大，后续我们都断断续续有联系，我们的关系

也不错。另外我有几个项目、科研项目，因为运动食品的话也很重要，运动食品

需要提供大量的能量，我说你正好利用你的专业，我们正好学食品科学工程，利

用你的专业，再看能不能把你这个成绩提高，还探讨了这个事情。

记者谈亮：那他是怎么说的呢？

孙万成：他也是很真诚，说我准备试一试，因为这个是他的专业，他也很支

持就是能够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能科学的训练，然后提高自己成绩。他走到今

天的话跟自己的自我约束能力，自己的能够吃苦耐劳精神是分不开的。】

【出视频：（赵国存大学老师 孙万成）赵国存，我是你的班主任。然后大学

的 4年学习和比赛，我们看到你的成长，也看到你的自信。马上你要参加奥运会

比赛，然后希望你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然后获得更好的成绩报效我们的国家，

你是我们青海大学的骄傲！我们在青藏高原等你凯旋归来!】



【出视频：（赵国存家中荣誉墙）记者王淼：我们正在赵国存的家中，一进门满

墙的奖杯、奖牌还有证书，真的是让人特别的震撼，带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

一块是在 2013 年青海省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的时候获得的银牌。我们再来看这一

块是在第十届全运会的时候获得到的一块银牌。其实像这样的奖牌，赵国存真的

是还有很多。大家还看到一张证书，这张证书是他在 2014 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

赛的时候获得的一个获奖证书。其实我们相信每一块奖牌的背后都铸就的是无数

的汗水，那么此时此刻赵国存正在残奥会的赛场上，我们也相信这些奖牌就是他

对人生对未来最好的回答。】

主持人：目前我们通过第二现场的消息，我们这个比赛已经接近了尾声，通过这

个画面我们也是看到我们的运动员，中国代表队运动员马上要接近到咱们比赛赛的

出现的一个阶段，以及马上快进我们比赛的场地。我们连线到第二现场，来关注一

下咱们最新的比赛情况。今天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析一下目前咱们比赛的一个进

程，以及我们中国选手代表团的一个情况。

吉三春：刚才我们已经看见。我们中国（队）在的 t45、46 就是肢残组里边，我

们中国队的（代表团）以 2 小时 25 分 50 秒拿的肢残组的冠军，巴西（代表团）

的是 2 小时 27分整拿到亚军。在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陆续的运动员都已经进场

了】

主持人：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赵国存的一些成长经历。

今天赵国存是远赴东京赛场为国争光，我们也通过经济广播听见广播的视频直播的

APP 来观看一下赵国存家人对他的一些祝福。

【出视频：赵国存妹妹：一个训练日记，从上面训练的日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得

到，他每天记录着他每天训练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像这样的日记本，我哥他

还是写了非常多的本子。从他写的这些本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对自己的

训练是有着非常好的一个规划，对自己的比赛也有着很好的一个期许，希望他在

这次比赛当中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平时我带他放羊那是很正常的，他就是歌唱着唱着一会儿在山坡底下一会儿又

（跑）到山顶上了，他到山顶上的时候，我还在山坡上还趴着。也是一个比较好

动的孩子，特别好动，那就是特别爱动好动的一种。反正是唱歌，他很喜欢唱歌

的，很喜欢的。哥哥希望你能够在比赛的时候超常发挥比赛加油！】

主持人：好，北京时间的 8:3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关注到的是由青海广播电

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加油赵国存”为梦想助力向极限挑战——青海经济

广播聚焦残奥会的全媒体特别直播节目，目前我们的这个赛事已经接近了尾声，我

们继续连线到我们的第二现场的观察员，连线到我们的吉教练。来我们说一说目前

我们比赛的一个情况。

吉三春：我在屏幕上看到是肢残组的第五，成绩的话也是 2小时 33 分，这也是他

平时的比赛的大概的一个成绩，他也没有多大的浮动，这样的话我们也祝贺赵国存！



主持人：刚刚我们也是得知，目前我们的青海籍运动员赵国存已经出线，以 2小

时 33 分的成绩位列咱们肢残组的第五名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让我们再次恭喜我

们的赵国存，恭喜我们青海籍运动健儿，赵国存在东京残奥会田径跑跳组马拉松项

目当中荣获第五名的好成绩，我们再次祝贺赵国存。

除了赵国存个人好成绩，咱们中国代表队团体也是排在金牌榜的第一位，真的是一

个非常可喜可贺的成绩。

当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赵国存也用他非常优异的成绩，为我们展示了残疾人朋友

超越自我的一种精神。带给身体健全的人不仅仅是感动，更多的也是启示，只要有

梦想敢于逐梦，每个人都是英雄。

【电话连线：（记者旭威）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我想这是我们青海 600 多万父

老乡亲的应该为他自豪，为他骄傲的这样一个好成绩。那么今年赵国存在国家队

备战东京残奥会参加集训的时候，我采访了他，国存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略带腼

腆、但内心却很坚毅的小伙子。在今天我们青海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加油，赵国

存为梦想助力向极限挑战。残奥会全媒体特别直播中，我想大家对赵国存应该有

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那么我们说如果奥运会是人类对运动极限的挑战，那么

残奥会就是人类对意志和精神极限的冲击！就在比赛前两天我联系了赵国存，告

诉他青海的家乡父老都在关注着他，都希望他在东京残奥赛场上能有精彩的表现。

当然了同时也告诉了国存不要有任何拿奖牌的心理压力，咱们青海的 600 万家乡

父老希望看到的是东京残奥会马拉松赛场上一个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残疾人运动员、

一个来自高原青海的攒劲小伙的这样一个精神风貌。那么国存也向我表示感谢，

并给我们经济广播发来了他在东京赛前训练的照片和这个视频。那么照片和视频

中的国粹是神采奕奕的，他告诉所有关心他的人们，他会在东京残奥会的赛场上

展现出来自中国、来自青藏高原运动员的风采。

可以说毕竟国存参加的是这个大赛，从赛前我和国存的接触来看，它还是有

一定心理压力的。刚才说的毕竟是参加的残奥会，是我省第四位走出国门参加

（残疾人）奥运会的运动员，有心理压力我想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赵国存给我

更多的感触，却是他不屈服于命运，不放弃，并且自强自息，直面挑战的这样的

一种拼搏精神。

所以我们说对于赵国存来说，对于一个残疾人运动员来说，能够站在残奥会

的赛场上，他就已经证明了自己。今天取得了第五的好成绩，我想能否取得奖牌

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那么我们从赵国存身上看到的是中国榜样的力量，我们说

榜样的力量在于带领我们前进，给予我们不断拼搏的勇气，为我们树立努力追求

的目标，那么朝着榜样的方向不断找到自己前进的动力。

这次东京残奥会的主题就是情同与共，也就是说我们要感同身受这种不屈服

命运，敢于挑战人类极限的精神。而今天在赛场上的赵国存和他共同拼搏的本届

残奥会运动健儿，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真正榜样！】

主持人：目前我们通过赛场的最新消息，我们也是连线到我们的国存，我们这会

儿稍稍暂停一下，我们通过连线来跟赵国存聊聊目前在东京的状况。



【电话连线日本东京赛场：（赵国存）主持人：国存你好，这里是青海经济

广播，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我是主持人芮羽。

赵国存：你好，我现在能听到、能听到声音。

主持人：你好你好！首先向你表示这个非常非常真诚的恭喜！因为这个成绩

刚刚揭晓，您也是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我们青海经济广播也代表青海的家乡

父老向你表示祝贺！

赵国存：谢谢！

（赵国存比赛稍事休息后，再次向直播间发来连线致谢家乡父老）

赵国存： 大家上午好！我是赵国存，我刚刚参加完东京残奥会马拉松项目的

比赛并获得第五名的成绩。我现在状态良好，感谢青海家乡的领导以及关心我的

亲人朋友们背后对我默默的支持和关心。今天是周末，希望大家过个好周末、再

次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的，国存再会。】

【节目题头】

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FM107.5 青海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加

油，赵国存为梦想助力向极限挑战，青海经济广播聚焦残奥会权威体特别节目，各

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彭扬，各位早上好。

我是主持人芮羽，此时此刻我们的特别节目还正在继续当中，欢迎大家来关注微信

公众账号，青海经济广播加入节目的实时互动。本次特别节目我们也邀请社会各界

通过热线 09716329353、6329354，还有青海经济广播的公众平台，以及听见广播

的 APP 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为赵国存加油祝贺，一起为参加东京残奥会的咱们中国

奥运健儿来加油，您可以通过您喜欢的方式、文字、图片、语音等信息为咱们的奥

运残奥健儿喝彩助威。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咱们的郭处长，就是咱们赵国存今天获得了一个非常

好的成绩，是一个第五名的好成绩，那么咱们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对于咱们青海体育

事业。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启发？触动？咱们接下来的工作如何更加的向咱们残疾

人朋友的方向来偏移和继续来开展？

嘉宾：郭全才：好的，主持人。刚才看到赵国存取得的成绩，也让我们回顾了一

下我们整个青海高原，特别是耐力项目发展的一个过程。青海具有独特的优势发展

耐力项目，主要是这几方面。第一个是我们拥有我们世居高原的青少年，具有良好

的一个心肺功能，这是从事耐力项目必备的一个基础条件，我们具备良好的优势；

第二个我们青海的高海拔地区又适合耐力一些项目的训练。我们大家知道多巴基地

的 2380（米）的海拔高度，是咱们国际国内公认的高原训练的一块宝地，这是第

二；第三，我们整个青海的这个运动员吃苦耐劳的精神非常强，我们的耐力项目考

验的是运动员的意志品质，那么我们的吃苦能力反映在日常的训练当中，才能取得

这么的优异的成绩。



那么回顾我们竞技体育赛场上，我们青海在国际国内大赛当中取得优异成绩的

运动项目，大量都是围绕着我们有氧耐力项目为主的。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优秀运

动员罗玉秀、李春秀，包括现在保持着全国马拉松记录的任龙云。也很巧合，任龙

云也是我们的民和级的运动员，和我们赵国存刚好还是老乡。那么后期有我们的切

阳什姐、尹顺金、包括赵国存的教练，我们的苏伟也是一名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

那么这些上反映出来了我们在耐力项目的训练体系建立培养过程当中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那么今后我们在群众基础的普及，青少年的发展上面还会做很多的工作，刚

才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对我们整个竞技体育的发展，特别是群众体育、群众体育

和竞技体育的相结合上面，我觉得做了一个示范和榜样。

那么今后我们在突出竞技体育特色的同时，加大群众体育的面的推广，普及更

多的人群，我们过去的老讲的体育的“三驾马车”，我们的群众体育、竞技体育、

体育产业，那么群众体育就是一个核心和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做提高。那么

针对残疾人的这块全民健身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积极的工作，在“六个身边工程”

当中，我们也注重残疾人全民健身方面的一些发展，比如说设施建设方面，要照顾

到残疾人的便捷性、可行性等等。那么在科学健身指导上面，也有针对性的针对残

疾人的一些科学健身指导等等。我想通过群众体育的广泛开展普及，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发现更多的优秀运动员，包括我们的残疾人运动员，对我们今后建立一整套的

训练体系，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效应。

所以这次赵国存的成绩，我想不管是对竞技体育方面的专业队伍来讲，对青少

年来讲对，对我们广大全民健身的爱好者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振奋的消息，也

希望通过振奋的精神带动到我们体育工作的方方面面，为我们加油鼓劲！希望我们

的赵国存回来了以后，也能在这方面给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做一些宣传示范。

主持人：刚刚您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榜样。我也相信您对于这个榜样的理解肯定

是由您自己独特的见解，那么您对榜样这个词有什么样的一些理解呢？

郭全才：我们老讲的榜样就是示范、引领、带动。我们这个群体、这么大的一块

群体需要有这种精神来振奋，榜样起到的就是个带头作用。我们日常在训练队伍的

当中，也有每个队伍的核心和榜样。比如说我们的切阳什姐，现在就是我们整个训

练体系我们树立的一个标杆、榜样，这次的全运会社当中，她也是作为体育先进的

代表，参加咱们整个全运会的表彰。这是榜样带给我们无限的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环

节。我们的切阳什姐在取得优异成绩以后，不管是大队也好、体育系统也好，都在

各个层面上开展了树立榜样、宣传模范的这么一个活动。

那么我想赵国存的这次成绩也是能够达到作用，希望回来以后通过各个宣传的

层面，我们给青少年也好，给我们训练的体系也好，也做一些宣传示范的动员，更

多的以此为榜样，激励更多的青少年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取得更优异、更好的成

绩。

主持人：刚刚我们的郭处也是从竞技体育、还有群众体育来了解到，其实咱们青

海省发展竞技体育是有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的，首先地域条件，咱们这边海拔高面

积大，适合这些耐力性的一些训练，我们也相信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榜样和这样优秀

的运动员之后还会源源不断的走出青海，走向我们的更高的赛事的平台。我们来关



注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对于我们赛事关注的一个进展，很多人

都为赵国存发来了加油助力的视频。

我们的（听友）“陈浩然”说，加油国存今天的你非常的棒，我们从你的身上看到

了关于残奥运动员的精神，也希望你能够凯旋归来，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来面对之后

的工作和生活。非常贴心。

没错，还有“吉祥三宝”也说到了这个成绩真的已经是很棒了，也发挥出了平时的

一个非常正常的水平，为赵国存喝彩！真的是特别棒！

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宛如花开”说，为平凡朴实的山村少年赵国存加油！

也可以说今天这个成绩在我们的预期之内，我们的国存的身上也看到了我们的奥林

匹克精神，看到了我们拼搏努力的精神。我们刚刚也是通过最新的消息，记者说我

们国存的妹妹赵娜娜也是为自己的哥哥发了一段祝福视频，我们来一起通过听见广

播 APP 来观看一下。

【出视频（赵国存妹妹赛后祝福）哥哥恭喜你拿下比赛第五名，为自己赢得一份

荣耀，未来可期继续加油！】

主持人：非常俏皮可爱的小姑娘也拥有着非常好的性格，我们再来关注“miss5”

也发来了信息说，刚刚听到了赵国存的声音，真的是隔着电波都感觉到让人很触动，

再次向他表示祝贺，为我们祖国的奥运健儿、残奥健儿，加油！

主持人：其实对于残奥会来讲，不仅仅是重在参与，而是关乎着每一个人的勇气和

能量，象征着生命和希望。在赛场上有那么多人即便是存在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缺

陷，但是仍然站在赛场为自己的目标而去奋斗。其实对于这些运动员支持他们站在

赛场的并不仅仅是对胜利的渴望，而是对生活的追逐、对热爱的追随。

主持人：的确，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有关于残奥会健儿的一些动人的力量，这些

身影也是闪烁着光辉，闪烁着不屈不挠的身影，让我们被这种蕴含的力量感动折服。

当然我们也应该给予残疾人士的一些精神鼓舞，是必须要这个落实到的。树立积极

的生活态度，才是残疾人运动事业的内核，残奥会的震撼和感动，无需借助我们媒

体的过分渲染，当这些运动员们站到赛场上的一刻，他们的精神就已经通过转播到

的画面，还有最直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传递给了每一个观众。

主持人：而且我们今天通过节目不仅仅要关注到我们的赵国存、关注到我们的残

疾人运动员，而是我们更应该要思考在残奥会之后我们能做什么，残疾人是我们每

一个人的平等的成员，而残疾人事业我们也通过两位嘉宾的介绍，知道是一项非常

社会系统的工程和工作。其实我觉得从我们个人角度出发，要理性看待我们身边的

残障人士和残疾人朋友，也是随着现在咱们运动的推广，比如说我们过分关注残疾

人身体上的损伤或者造成的能力缺失，却可能往往会忽视他们和常人也同样具备生

存能力、也能够胜任咱们日常的工作、能够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同样也能和我

们正常人一样，他们可能不是什么超级英雄，也是一个个有幽默感、有亲和力，就

像我们今天的青海小伙儿在赛场拼搏，其实回归赛场以后，他和你、和我、和我们

每个人一样，都是一个普通人。



主持人：的确，残疾人是人类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残疾人事业也是一项社会系统的

工程。咱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各项建设事业都要把残疾人事业纳入其中，不

断的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

主持人：没错，人可能会有残缺的身体，但不会有残缺的生命，让我们一起记住

这些可爱的面孔，让我们再次为赵国存加油！为每一位中国残奥会运动员加油！

主持人：残奥会的力量、残奥会的意义运动远远是超于本身的，每一次的迈步，

每一次的冲刺都是在用意志体能和技能的较量来突破生理以及心理上的各种局限。

东京残奥会的马拉松比赛结束，我们青海经济广播也是大力的倡导宣传残奥精神，

就是要鼓励广大的残障朋友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追求幸福，让残奥会的精神理念激励

全球 13%的残障同胞消除歧视，打破壁垒，拥抱灿烂明天！

主持人：那么在今后我们还会寻找脊梁和英雄百姓的足迹，我们会用一次次特别节

目让我们平凡的每一个普通人，让榜样和英雄带动更多的青海人爱国、爱家、拼搏、

奉献的精神，来努力建设我们的新青海、新中国。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本次《加油，赵国存！》---为梦想助力、向极限挑

战，青海经济广播聚焦残奥会全媒体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青

海省残联宣文部安生均副部长以及青海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郭全才两位嘉宾做

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解析赛事。同时我们也感谢青海网络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团

省委抖音号青春之海、新浪青海微博等合作媒体的大力支持和关注，也感谢各位听

友网友的共同参与支持！

主持人：同时感谢社会各界对于赵国存的鼓励和支持，让我们再次祝贺赵国存以

及所有为国争光的中国残奥健儿们，也期待你们平安归来！好的，再会！所有的听

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