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日前， 英国驻华使馆政务
参赞卓丹廉 (Dan Chugg)就伦
敦残奥会的准备工作接受了采
访。

问： 英国是主办残奥历史
最悠久的国家， 为主办本届残
奥会 ，在场馆 、交通 、以及和残
疾人服务方面伦敦做了哪些准
备工作？

答： 伦敦实际上是第一个
举办残奥会的的地方。 今年，将
有来自约 160 个国家的 4000 多
运动员参加残奥会， 我们做了
所有能做的事来让运动员们能
无障碍使用各种设施。 我们在
所有的公交车上安装了电子信
息板， 以利于有听力障碍的人
使用， 还有特殊的广播信号帮
助视力不佳的乘客。 至于运动
员大巴更是专门设计的， 同时
可以容纳 6 个轮椅。 我们做了
很多事， 让这个比赛尽可能地
包容所有人， 给运动员们更多
的机会让他们尽可能地享受伦
敦。

问： 伦敦残奥会将会和北
京残奥会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答：我认为北京残奥会非常
成功，我希望伦敦残奥会能够取
得同样的成功。中国和英国在残
奥会上都有了不起的纪录。上次

中国获得金牌总数第一，英国第
二。 实际上，英国在残奥会的排
名从来没有低于过第二名。希望
我们这次也能取得同样的好成
绩。我想伦敦残奥会的一个特点
是我们能把非常现代的设施和
伦敦一些传统的古老设施结合
起来。 比如说利用 200 年历史的
皇家炮兵学院。

问： 伴随全球经济整体陷
入低迷，在此之前，英国奥委会
和伦敦奥组委就 2012 年伦敦
奥运及残奥会盈余计算方式出
现矛盾并闹到了国际体育仲裁
法庭上， 焦点就是残奥会难以
盈利。 双方虽最终签署协议并
得到了解决， 但是英国奥委会
对残奥会的这种态度毕竟是在
整个残奥历史上比较少见的事
情， 这会给残奥会的举办带来
哪些影响？

答： 我不认为这会对残奥
会有任何影响， 首先这事已经
过去了， 而且残奥会一直是伦
敦申办奥运会的重要部分 ，是
伦敦的奥运计划的一部分。 残
奥会是世界上第二大的体育赛
事，仅次于奥运会，我们非常高
兴能在伦敦举办。 我们感觉英
国在环保和多元化方面都很
好，我们重视这些东西，我们尽
量让伦敦和整个英国能成功地
满足有不同需要的人们。 我们
希望这能够在残奥会中体现出
来。

问：除了观看比赛 ，还有哪
些美食和美景可以推荐给游
客？

答： 伦敦是个不可思议的
城市， 有多种多样的让人激动
的事物。 有大量的旅游景点，从
体育到文化到博物馆，画廊，剧
院，古迹，光是在伦敦就有数不
清的事情可以做。 在伦敦以外，
我鼓励人们去发现英国的不同
部分， 甚至远到苏格兰和北爱
尔兰，去看一些遗迹，山岗和海
滩。 因为到时是仲夏，很可能会
有个好天气。 我希望每个人去
看残奥会时，都能尽情享受，看
到不同的英国。

（据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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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残奥会应借鉴北京和悉尼经验

北京 2008

北京残奥会的数字令人印
象深刻：8600 万英镑预算，4000
名运动员参赛， 东道主收获 89
面奖牌，名列奖牌榜第一。

但更多人相信，北京残奥会
的真正意义在于转变了对于中
国 8300 万残障公民的态度。

四年后，倡议人士和学者们
都认为残奥会的影响卓著，这不
仅仅是增添了许多新的设施，例
如地铁站内的轮椅电梯。

“由于残奥会，中国公众现
在正主动去了解残疾人，而不再
像以前那样害怕和排斥残疾
人。 ”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
教授钱志亮说，“我认为影响将
是长期的。 公众已经意识到，残
疾人能够做事，而且拥有与常人
同样的权利。 ”

红丹丹教育文化中心是北
京一家支持盲人事业的机构，其
秘书长郑晓杰对此也表示认同。
他说：“公众意识到这些人是有
能力的。 比如说，看到这些失去
双腿的人也能游泳，对他们来说
是很惊讶的。 ”

不过，也有一些人对中国媒
体的报道倾向性表示担忧，这种
倾向在之前的残奥会中也时有
发生，即：以同样不现实的英雄
形象去抵消对残疾人士以往的
轻视态度。

郑晓杰认为 2008 年残奥会
的影响仅是一枚种子，它还需要
政府和社会的长期浇灌。

不过，一些问题依旧存在。按
照政策，所有政府机关、企事业单
位都必须保证有 1.5%的员工为残
障人士，否则将被处以罚款。但实
际上，这一条常常不被追究。

英华残障人教育基金会的史
蒂芬·哈雷特(Stephen Hallett)患有
视力障碍， 他在中国工作多年。 他
说：“对于北京便利性的改造一直在
进行，并且已经扩展到其他城市，只
是这其中缺少了商议的过程。

他们肯定投入了大量的资
金铺设了上万公里的盲道，但如
果你问任何一个在中国的盲人，
他都不会去走盲道，因为会有各
种障碍物出现在盲道上。 ”

在英国， 如同中国一样，残
奥会的影响将有赖于举办方的
考虑抉择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
乐于倾听残障人士的声音。

“政府中的许多人，特别是
残疾人联盟中的人士，都认为这
是一次提升意识和改变态度的
黄金机会。 但对于政府来说，也
许是要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
来。 ”哈雷特说。

悉尼 2000

12年前的悉尼残奥会也被广
泛认为是为残疾人体育运动树立
了榜样，创纪录的观赛人数，和创
纪录的来自 123个国家的运动员。

开幕仪式上，澳大利亚冠军
选 手 露 易 丝·索 维 奇 (Louise
Sauvage)在轮椅上点燃了残奥会
火炬，在场的 87000 名观众见证
了这一时刻。 对很多人来讲，
2000 年的悉尼是残奥运动员真
正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一部分的
时刻和地点。

悉尼体育学者、作家理查德·
凯施曼 (Richard Cashman) 说：
“澳大利亚接手奥运会的时候，将
这一承办范围延伸至了残奥会，
并且比以往各届都更加重视。 ”

在此前的 40 年间， 残奥会
一直是个可怜的“表亲”。 从它创

办的 1960 年起，仅有 4 届是与奥
运会在同一城市举办，而且通常
都不在同一时间。

1996 年的亚特兰大更是一
塌糊涂，无序的赛会组织让参赛

者们愤怒不已。 于是，悉尼决定
一改往日局面，让奥运会和残奥
会的委员会一道工作，奉献一场
盛大的体育宴会。

获得公众的支持是重中之
重，悉尼在残奥会举办数年之前
就开始在学校和社区团体间提
高公众意识。

残奥会游泳铜牌获得者丹
妮丝·贝克威思 (Denise Beck－
with)曾是残奥会的形象大使，她
说：“主办方看到青少年的思维
尚未定型，希望他们把残奥运动
员当成人生的楷模。 ”

“作为他们课程中的一部
分，我和学校中的许多孩子面对
面谈话，让他们打碎了许多关于
残疾人的错误印象，” 患有脑瘫
的贝克威思说，“这些孩子完全
把我看作是正常人。 ”

超过 100 万人到场观看了残
奥会， 这一数字是亚特兰大的两
倍，这其中还包括 32万在校儿童。
但全国性倡议团体 People With
Disability的执行董事迈克尔·布里
斯戴尔(Michael Bleasdale)认为，
尽管残奥会本身举办得很出色，但
很多机会还是溜掉了。

“残奥会举办的期间，媒体对
于残疾人的关注很多，”他说，“但
自从那以后， 对于残疾人问题的
报道便严重减少。 现在已经几乎
听不到对于残疾人的报道了，因
为没人接触他们， 也因为他们的

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曲解了。 ”
悉尼大学科技商业学院的

体育、赛事和旅游专业副教授西
蒙·达西(Simon Darcy)博士同意
这一观点，他认为残奥会的正面
影响转瞬即逝。“这些运动员所
享受的荣誉时刻和其后所要回
归的生活环境简直是天差地别
的。 ”他说。

“残疾人扶助资金永远无法
满足对其的需要。 当今年夏天这
些运动员被英国政客捧上舌尖的
时候， 对残疾人财政支持削减的
报道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

布里斯戴尔和达西均认为，
悉尼失去了为残障人士搭建长
久性基础设施的时机。 奥运会场
馆和交通虽然都是这方面的典
范，但离开聚光灯后，那将是另
外一个故事。

“许多运动员在场馆附近上
了火车之后，根本找不到能顺利
下车的站。 ”达西说。他认为这对
伦敦同样是一个挑战。

12 年后，仅有一半以下的悉
尼铁路站台还留有轮椅通道，然
而铁路集团却称有 80%的旅程都
起止于这些有设施的车站。

伦敦残奥会势必也会创造许
多体育纪录，但残疾人权益倡议
人士认为，如果悉尼的经验未得
到重视的话，今年夏天残奥会所
带来的长期影响也只能是空谈。

（据《卫报》 高文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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