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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残运会

1984 年 10 月在安徽省合肥市隆重举行，来自全国 29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地区共 30 个代表团，1500 多名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加了这届运动会。这是我国体育

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对建国以来我国残疾人运动水平的一次

大检阅。运动会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篮球 4 个大项

目，比赛中破两项世界纪录。

【在本届全国残运会上，我省 17 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和

乒乓球两个大项 45 个小项和 2 个团体项目的比赛，共夺得

金牌 2 枚、银牌 3 枚、铜牌 3 枚，团体总分在全国排名第 11

位。】

第二届全国残运会

1987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1 日在河北省唐山市举行。这

届运动会是我国残疾人体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有 29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地区共 32 个代表团参赛，900 名运

动员在田径、游泳、轮椅篮球、轮椅竞速、乒乓球 5 个大项

目中，共打破 6 项世界纪录，刷新 197 项全国纪录，标志着

我国残疾人体育运动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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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届全国残运会上，我省 24 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

乒乓球和轮椅竞速三个大项的比赛，共夺得金牌 4 枚、银牌

7 枚、铜牌 7 枚，6 人 8 次破 8 项全国残运会纪录。】

第三届全国残运会

1992 年 3 月 18 日至 23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这届盛

会，参赛人数之多、参与面之广、运动成绩之佳史无前例，

运动会开得精彩、圆满、成功。这届盛会也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保障法》颁布实施后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残疾人大

型运动会。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地区以

及承办城市广州的共 33 个代表团、1153 名运动员，在“平等、

参与、自强、奋进”的宗旨下，在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

篮球、射击、举重 6 个大项的角逐中，取得优异成绩；20 人

42 次超 27 项世界纪录，136 人次超 238 项全国纪录。

【在本届全国残运会上，我省组成以省政府副秘书长杜

五安为团长的山西省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出征广州，36 名运动

员参加了田径、举重、游泳、射击和乒乓球五个大项的比赛，

共夺得银牌 5 枚、铜牌 2 枚，2 人次破 2 项全国残运会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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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残运会

1996 年 5 月 10 日至 15 日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华台北、港、澳地区以及承办

城市大连共 34 个代表团约 1200 多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

泳、举重、射击、乒乓球、轮椅篮球、盲人门球、盲人柔道

8 个大项的角逐。第四届运动会的宗旨是“平等、参与、自强、

共进”。本届运动会是在《中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以及《体育

法》颁布实施后举行的一次残疾人体育盛会。国务委员李铁

映、彭珮云同志担任本届运动会名誉主席。本届运动会取得

了很好的成绩，为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参加在美国亚特兰

大举行的第十届残疾人奥运会做了全面的准备。在本届运动

会比赛中，75 人 105 次打破世界纪录，2 人平世界纪录。

【在本届全国残运会上，我省组成以省委副书记、副省

长刘泽民为团长的山西省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出征辽宁大连，

22 名优秀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乒乓球、射击、举重和

盲人柔道六个大项的比赛，共夺得金牌 1 枚、银牌 6 枚、铜

牌 5 枚，盲人运动员门润明被授予“全国十佳运动员”光荣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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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残运会

2000 年 5 月 6 日至 14 日在上海举行。全国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区共 34 个代表团共约 1800 多名运动员参加田径、游泳、

乒乓球、射击、举重、羽毛球、盲人柔道、轮椅网球、盲人

门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 11 个大项的竞赛，比上届增加 3

项，参赛运动员比上届增加 700 人，其中智力残疾运动员首

次参加残运会。本届残运会，为中国参加 2000 年 10 月在悉

尼举行的第十一届残奥会做了全面准备。在比赛中，53 人、

87 次打破 46 项世界纪录，253 人、471 次打破 196 项全国纪

录。

【在本届全国残运会上，我省组成以省政府副省长范堆

相为团长的山西省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出征上海，41 名优秀运

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射击、盲人柔道、

盲人门球七个大项的比赛，共夺得金牌 5 枚、银牌 2 枚、铜

牌 3 枚，6 人次打破全国残运会纪录，2 人次超世界残运会

纪录。团体总分 112 分，在金牌榜上列第 25 位，在总分榜

上列第 2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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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残运会

2003 年 9 月 16 日至 24 日在江苏省南京、常州、扬州三

市举行。9 月 16 日在南京开幕，9 月 17 日至 23 日在江苏省

南京、常州、扬州三市进行了比赛。这是全国残运会第一次

由一个省承办、第一次不在同一城市举行。本届残运会作为

新世纪首次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充分体现了“平等、参与、

共享”的主题，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35 个代表团参加了比赛。本

届残运会共设田径、游泳、举重、射击、射箭、乒乓球、羽

毛球、自行车、盲人柔道、盲人门球、坐式排球、轮椅网球、

篮球（轮椅、聋人）、轮椅击剑等 14 个比赛项目，共有 2229

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比赛，与会总人数超过 7000 人，参

赛运动员总数、与会人员总数和比赛设项数均创全国残运会

新纪录。在全部比赛中，共有 78 人超 95 项次世界纪录，3

人平 3 项次世界纪录，269 人破 447 项次全国纪录。

【在本届全国残运会上，我省组成以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范堆相为团长的山西省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出征江苏省

南京， 42 名优秀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

球和盲人柔道五个大项的比赛，共夺得金牌 7 枚、银牌 3 枚、

铜牌 6 枚，团体总分在全国排名第 27 位。】



7

第七届全国残运会

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残疾人体育

协会主办，云南省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七届全国残运会于 2007

年 5 月 12 日至 5 月 20 日在云南省昆明市（玉溪市设 2 个比

赛项目的分会场）举行。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35 个代

表团参加了比赛。本届残远会共设自行车、轮椅击剑、轮椅

网球、射箭、聋人篮球、田径、游泳、射击、盲人柔道、轮

椅篮球、坐式排球、举重、盲人足球、脑瘫足球、聋人足球、

盲人门球、硬地滚球、轮椅橄榄球、乒乓球、羽毛球等 20

个大项 643 个小项的比赛。参赛运动员达 2251 人；共产生

金牌 815 枚，打破 336 项全国纪录，超 91 项世界纪录，平 2

项世界纪录，是历届全国残运会规模最大、项目设置最多、

奖牌总数最多、影响最广的一届全国性残运会。

【在本届全国残运会上，我省组成以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薛延忠为团长的山西省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出征云南昆

明，45 名优秀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盲人柔道、举重、

硬地滚球五个大项的比赛，共夺得金牌 14 枚、银牌 12 枚、

铜牌 9 枚，团体总分 253 分的好成绩，在全国排名第 2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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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由中国残联和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主办，浙江省人民政府

承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8th National

Games of Disabled Person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19 日在浙江举行，主会场设在杭州，在嘉兴、

绍兴、湖州设立分会场。全国残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本次

残运会是继 2008 年北京残奥会之后举行的一次全国综合性

残疾人体育赛事，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共设 18 个比赛

大项。全国 32 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等的 36 个代表团参加，参赛运动员 5000 名

左右，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领导、来宾、代表团、工作团、

观摩团、裁判员、技术官员、媒体记者、工作人员及志愿者

等，总人数超过 16000 人。

【本届全国残运会，我省共派出 58 名运动员分别参加田

径、游泳、盲人柔道、举重、乒乓球、羽毛球、飞镖、象棋

8 个大项 118 个小项的比赛，共夺得金牌 7 枚、银牌 9 枚、

铜牌 14 枚，在全国排第 22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