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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一届伤残人运动会

山西省第一届伤残人运动会原称“全省聋哑青少年运

动会”，1965 年 11 月 21 日—— 26 日在太原举行。来自晋

南、晋东南、晋中、雁北、忻县、大同、太原等地、市的 96

名男女聋哑人运动员，参加了田径、篮球、乒乓球的比赛。

经过 6天的激烈比赛，晋南队获得田径团体总分第一名，

晋东南队获得第二名。太原队获得乒乓球团体总分第一名，

晋南队获得第二名；大同市队获男子篮球第一名，太原市队

获第二名。晋南队杨小芬以 1 分 3 秒 8 的成绩达到男子 400

米少年级运动员标准；同时，晋南的杜国德以 50.86 米的成

绩达到手榴弹少年级运动员标准。

26 日晚上，在省体育馆举行了闭幕式，省民政厅、省体

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出席了闭幕式，并为优胜者发了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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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二届伤残人运动会

山西省第二届伤残人运动会于1982年 10月 8日—— 14

日在太原市举行。来自全省十一个地、市和省盲人中级卫校

的 12 个代表队 255 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其中聋哑人 234

人(女 81 人、男 153 人)，盲人 21 人，(女 4 人、男 17 人)，

年龄最大的 53 岁，最小的 13 岁。运动员们个个精神振奋，

情绪激昂。代表着全省 8 万多盲人、聋哑人的意志和力量，

来到省城接受检阅。

聋哑人比赛项目有：篮球、乒乓球、田径(100 米、800

米、跳高、跳远)；盲人比赛项目有：中国象棋、跳绳、田

径(60 米音引跑、立定跳远、原地跳高)。

经过 7 天的角逐，比赛共决出 23 个第一名、26 个第二

名、20 个第三名。太原、大同、长治队分别获得聋哑人男子

篮球前三名；太原、运城、长治队分别获得聋哑人女子篮球

前三名；太原、长治、运城获得聋哑人男子乒乓球团体前三

名；太原、长治、大同获得女子乒乓球团体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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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三届伤残人运动会

山西省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 1986 年 10 月 9 日—— 14

日在太原举行。来自全省十个地、市的 141 名运动员参加了

田径、乒乓球比赛。田径包括 29 个单项，其中聋哑人男、

女各 7 项；截肢男子 6 项；盲人男子 7 项，女子 2 项，另外

进行了 19 项测验。比赛结果：田径比赛有 30 人 37 次刷新

15 项和 1 人 1 次平 1 项省伤残人纪录。太原、长治、运城获

聋哑人男子团体前三名；大同获聋哑女子团体第一名和截肢

人男子团体第一名；大同、阳泉、太原获田径团体总分前三

名。

副省长郭裕怀致闭幕词，他要求各级体委、民政部门一

定要协调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把伤残人体育组织建立健全起

来，进一步做好伤残人体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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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

山西省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在省委、省人民政府的亲切关

怀下，于 1991 年 10 月 22 日—— 25 日在太原举行。为加强

运动会的组织领导，由省政府领导，省民政厅、省财政厅、

省体委、省残联、省伤残人体育协会等部门组成了组织委员

会。

来自全省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晋城、雁北、忻州、

晋中、吕梁、临汾、运城十一个地市的代表队 240 人，连同

大会裁判员、工作人员共 361 人参会。运动员参加田径比赛

的有 131 人，参加乒乓球的有 44 人，参加举重的有 29 人，

参加射击的有 32 人，参加游泳测验项目的运动员有 7 人。

他们在四个大项 121 小项上决出金牌 77 枚。

大会于 10 月 22 日下午在省体育馆举行了开幕式。省顾

委主任李立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郭裕怀，省人大副主

任张健民，省政协副主席秦国栋，省伤残人体育协会主席，

原省政府副省长赵军，太原市副市长杨作新，以及省民政厅、

省财政厅、省广播电视厅、省文化厅、省体委、省教委、省

伤残人体育协会、省红十字协会、团省委、省武警总队、省

残联等单位的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

省民政厅副厅长包显瑛同志致开幕词，大会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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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王耕溪代表省政府讲了话。省城文艺界和部分残疾人

表演了文艺节目，省城新闻单位进行了采访报道等等，这些

都给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们很大的鼓舞，并产生了很好

的社会影响。经过三天紧张激烈的比赛，大会于 10 月 25 日

晚胜利闭幕，省残联名誉主席赵雨亭、省人大副主席张健民、

省伤残人体协主席赵军向优胜者发了奖，大会组委会委员、

省残联理事长杨永吉作了总结发言，组织委员会副主任王耕

溪同志致闭幕词。

这次运动会获得团体总分前六名的是大同、长治、太原、

运城、晋中、忻州代表队，临汾、晋城、雁北、阳泉、吕梁

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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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

山西省第五届全省残疾人运动会于 1995 年 10 月 4 日

—— 7 日在省城太原市隆重举行。来自全省十一个地、市的

136 名残疾人运动员 (其中聋人 40 名、盲人 18 名、肢残人

77 名、脑瘫 1 名)参加了田径、游泳、乒乓球、举重、射击、

盲人柔道等 6 个大项 86 个小项的比赛。

10 月 5 日下午，山西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

省体育馆隆重举行，省委书记胡富国，副书记梁国英，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刘泽民，省政协副主席路正西，省军区副

司令员哈斯，副政委白玉明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省委

书记李立功，原省人大主任王庭栋及退下来的省级领导赵雨

亭、张健民都出席了会议。刘泽民副省长致开幕词，梁国英

副书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开幕式上还进行了精彩的文艺表演，会后，胡富国书记

主动邀请与会残疾人代表座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随

后又与全体残疾人运动员共进晚餐，使全体残疾人和残疾人

工作者深受鼓舞，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关心和爱

护。

比赛经过 3 天的紧张的角逐，共决出金牌 89 枚、银牌

50 枚、铜牌 51 枚，有 34 人超 28 项上届全省残疾人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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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充分展示了我省 130 万残疾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

精神风貌。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残疾人“平等、参与、自强、

共进”的宗旨。

本届全省残疾人运动会在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建设方

面获得了双丰收，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运动会本身，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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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

经省政府批准，山西省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由省残联、省

体委、省体育总会共同主办，于 1999 年 9 月 20 日至 24 日

在太原市隆重举行。全省 11 个地市代表团的 143 名运动员

参加了田径、游泳、乒乓球、射击、举重、羽毛球、盲人柔

道 7 个大项 68 个小项的比赛。

9 月 21 日晚在山西大学体育馆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开幕

式，原省委书记、省残联名誉主席李立功，原省政协主席李

修仁，原省人大副主任李玉明，省人大副主任曹馨仪，副省

长薛军，省政协副主席李龙城，原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法等领

导出席了开幕式。中国残疾人体协代表王宜凯同志专程从北

京赶来参加了开幕式。李立功同志宣布山西省第六届残疾人

运动会开幕，薛军副省长代表省委、省政府致词。中国残疾

人体协、天津、甘肃、上海、河北。宁夏、湖南、云南等省

残联及残疾人体协发来了贺信、贺电。开幕式上，山大艺术

学院、体育学院和优秀残疾人演员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场面恢弘壮观，表达了运动会的主题，突出了残疾人的特色，

使晚会达到了高潮，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比赛经过 2 天半紧张激烈的角逐，各项赛程顺利完成。

9 月 23 日晚在省体育宾馆举行了闭幕式，薛军副省长到会讲



10

话，并为获团体奖、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

运动员奖”的代表团和个人颁发了锦旗和证书。“体育道德

风尚奖”、“优秀运动员奖”的代表团和个人颁发了锦旗和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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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

山西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于 2002 年 9月 23 日—27 日

在太原市举行，来自全省 11 个市、地的 192 名运动员参加

了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射击、聋人篮球 7

个大项 265 个小项的比赛，共决出金牌 71 枚、银牌 49 枚、

铜牌 48 枚，奖牌总计 168 枚，杨育鹏、张应斌、张荣、荣

忠伟 4 人次超全国残运会纪录。太原市代表团以 14 金、11

银、6 铜，团体总分 220 分的强劲实力获得团体总分和奖牌

总数第一名，长治市、大同市分获第二名和第三名。

运动会开幕式在太原理工大学举行，省委副书记、省纪

检委书记金银焕宣布山西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副省

长、省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主任、山西省第七届残疾

人运动会组委会主任范堆相致开幕词，省残联党组书记、理

事长苏高文主持开幕式，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朱先奇在开

幕式上致欢迎词。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功勋、副主任崔光祖、

谢克昌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文艺节目由太原理工大

学和陵川盲人曲艺队、晋中市聋校共同演出。文艺表演精彩

纷呈，将开幕式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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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

山西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于 2006 年 8 月 26 日至 29

日在省城太原举办。本届运动会的宗旨是：“超越、融合、

共享”。 来自全省 11 个市的 458 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田

径、游泳、射击、盲人门球、坐式排球等 11 个大项的比赛，

共决出金牌 185 枚，银牌 59 枚，铜牌 33 枚。太原代表团以

45金 4银 4铜总奖牌53枚的成绩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名。

长治、大同代表团紧随其后列第二和第三名。忻州、长治等

11 支代表队和赵兵等 112 名残疾人运动员、丁海源等 46 名

裁判员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于 2006年 8月 27日晚八点在省城太

原滨河体育中心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残疾

人工作委员会主任范堆相致开幕词并宣布本届全省残疾人

运动会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残联名誉副主席曹馨

仪，省政协副主席、省残联名誉副主席周然、省军区副政委

刁建业与省城各界 6000 多名群众出席了开幕式。山西广播

电视总台卫星频道对本届运动会开幕式进行了全程录播。闭

幕式于 2006 年 8 月 29 日在山西饭店南苑会议厅举行，省政

协副主席、省残联名誉副主席周然宣布本届全省残疾人运动

会闭幕，并为获奖运动员颁奖。

中央驻晋新闻单位与我省各大主要新闻媒体全程跟踪

报道了本届全省残疾人运动会，发出了大量激动人心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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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激励了各行各业的人们，唤起了社会各界的爱心，关心

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的良好社会风尚正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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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

2010 年 8 月 26 日— 30 日，由山西省残疾人联合会、

山西省体育局主办，山西财经大学、山西体育职业学院协办

的山西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在省城太原成功举办。本届运

动会的主题是：“超越自我 放飞梦想”。这是我省继 2006

年 8 月 26 日— 30 日举办了第八届全省残疾人运动会之后，

时隔四年举办的又一次大型残疾人综合运动会。

本届运动会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8 月 24 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本届运动会组委会

主任李小鹏在省政府常务会议室主持召开了山西省第九届

残疾人运动会组委会全体会议，听取了省残联党组书记、理

事长郭贵仁同志关于本届残疾人运动会筹备情况的报告，明

确了组委会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李小鹏常务副省长在讲

话中指出，省委、省政府对本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召开高度重

视，它不仅是我省残疾人竞技体育水平的一次检阅，也是我

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状况的一次展示。组委会要确保运动会期

间的食宿、交通、安保、卫生、医疗救护等项工作落实到处，

为运动员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比赛场地，把本届运动会办

得热烈、圆满、成功。

在随后由本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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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明主持召开的山西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

上，组委会副主任、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郭贵仁同志向

与会新闻记者介绍了我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的筹备工作

情况，组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韩和平同志出席会议

并做重要讲话。韩和平副秘书长希望各新闻单位从讲政治的

高度把这次比赛作为宣传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良好机会，

通过典型事例的宣传报道，进一步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环

境，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中央驻晋

新闻媒体、省城主要新闻单位的领导和记者 30 多人应邀出

席了新闻发布会。

8 月 26 日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高建民，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海亮，副省长张平，省政协副

主席周然，省政府副秘书长韩和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福

明，省体育局局长苏亚君和省直相关厅局领导等出席了开幕

式，开幕式由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郭贵仁主持，中国残

联奥体中心副主任张超英专程从北京赶来祝贺。

开幕式上，张平副省长致开幕词。他代表省委、省人大、

省政府、省政协对本届残运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张平指出：

山西省第九届残运会是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一大盛事，也

是全省群众性体育活动的一件大事。残疾人体育事业是残疾

人事业和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省残疾

人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残疾人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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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残疾人体育活动，不仅实现了残疾人

康复健身、增强体质、融入社会的良好效果，而且展示了残

疾人顽强拼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在北京残

奥会、上海特奥会等国内外大赛上，我省残疾人运动员取得

了优异成绩，为我省赢得了荣誉，为三晋儿女争得了风采。

本届残运会既是对我省残疾人竞技体育水平的一次检阅，又

是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一次全面展示，同时也是进一步宣

传残疾人事业的重要窗口。希望全体参赛人员本着平等参

与、自强共进的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也希望各部门

加强协调，密切配合，把本届残运会办成一次高质量、高水

平的残疾人体育盛会。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高建民宣布：“山西省第九届残

疾人运动会开幕”。

开幕式后，参加开幕式的领导与数千名观众一起观看了

大型文艺演出。开幕式表演在《盛世中华》鼓乐声中拉开帷

幕，太原市和朔州市聋人学校、太原市龙城福乐轮椅太极队

和盲人演员、残疾人演员倾情献艺的歌舞《与梦飞翔》、轮

椅健身舞《生命之光》、舞蹈《高歌》和《亲仡蛋》、轮椅

拉丁舞《让爱重来》等精彩感人的节目，带给观众一场震撼

心灵的视觉盛典和艺术盛宴。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

在绚丽的舞台上，残疾人艺术家们用不同的表演方式奏响生

命的最强音，营造出战胜缺陷、超越自我和对生活充满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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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爱心的和谐氛围。 表演结束后，省委常委、省委秘书

长高建民，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海亮，副

省长张平，省政协副主席周然等领导与演职人员亲切握手，

并合影留念。

在 8 月 27 日— 30 日的比赛中，来自全省 11 个市的 350

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盲

人柔道、举重、象棋、飞镖、盲人门球、聋人篮球 10 个大

项约 160 个级别和小项的比赛。共决出金牌 152 枚，银牌

81 枚，铜牌 46 枚。太原代表团获团体总分第一名，长治代

表团以 41 金 15 银 10 铜总奖牌 66 枚的成绩列金牌榜和奖牌

榜第一名，太原、运城代表团紧随其后列第二和第三名。大

同、忻州等 11 支代表队和连高槐等 118 名残疾人运动员、

张奎林等 25名教练员和梁亚涛等 31 名裁判员获体育道德风

尚奖。

本届运动会于 8 月 30 日在山西饭店圆满落幕。通过本

届运动会，有关部门将选拔出的优秀运动员组团参加明年在

浙江杭州举办的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部分优秀选手还

将有机会参加广州亚残运会和英国伦敦第十四届世界残疾

人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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