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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S11级400米自由泳 华栋栋夺铜

乡亲们在村委会乡亲们在村委会
会议室里收看直播会议室里收看直播，，
为华栋栋加油为华栋栋加油。。

记者记者 刘波刘波 摄摄

体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第2021097期：03 11 12 13 25 28 12
3D第2021228期：0 4 5
15选5第2021228期：02 03 07 10 15

快乐8第2021228期：
07 15 16 17 18 25 27 31 35 38
39 41 44 47 48 53 57 65 67 77

福彩开奖信息

20选5第21228期：01 03 12 16 17
排列5第21228期：5 5 2 8 9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见习记
者 潘苗 通讯员 毛坚刚 夏晶）昨
天下午5点，在东京残奥会男子S11
级400米自由泳决赛中，22岁的宁波
选手华栋栋以4分34秒89的成绩夺
得铜牌。这也是本届残奥会宁波运
动员夺得的首枚奖牌。

“栋栋，家乡人民为你打call！你是
最棒的！”华栋栋的家在海曙区石碶街道
栎社村，昨天下午4点多，栎社村村委会
三楼会议室里，乡亲们早早就聚了过来，
共同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比赛直播。

“栋栋出来了！”下午5点，当屏幕
上出现熟悉的身影，大家不禁一起欢
呼起来。比赛开始，排在第三泳道的
华栋栋一跃入水，奋力向前。

“加油！加油！”整个比赛过程
中，村民们一直为华栋栋呐喊助威。
当华栋栋到达终点的那一刻，欢呼声
达到高潮。

4分34秒89！铜牌！这是本届残
奥会宁波选手获得的首枚奖牌！“栋栋
第一次参加残奥会，就取得这样的成
绩，不容易！他是我们的骄傲！”华栋栋
的舅舅汤嘉军激动地说。

南塘河蜿蜒流过栎社村，华栋栋
家门前就是河埠头。“栋栋是先天性
视力障碍，因为担心他一不小心会掉
到河里，他爸爸在栋栋小的时候就带
着他到河里学游泳。”汤嘉军说，栋栋
在游泳方面还是有天赋的，在海曙区
残联、宁波市残联的推荐下，栋栋八
九岁时就到汤能能教练那里开始专
业的游泳学习和训练。

汤嘉军谈起这个外甥也是十分感
慨。他介绍道，2013年栋栋入选省残
疾人游泳队，到杭州训练，就很少回
家了。他曾问过栋栋“训练苦不苦”，
栋栋说“还好，只要有成绩出来，就不
觉得苦”。“在去东京前，我问过他关
于这次比赛的事，他说自己有信心，
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汤嘉军说。

“华栋栋刚到我这里的时候有些调
皮，我就对他严格了点。不过，只要一
讲，他马上就会改过来。当然他的优点
也很明显，体力好、能吃苦。”汤能能告
诉记者，第一次参加残奥会就获得铜
牌，真的很不容易，他由衷地为栋栋高
兴，“华栋栋的发展空间很大，我祝福他
能在之后的比赛中再出好成绩！”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
员 林军）昨天，在东京残奥会男
女混合4×50米自由泳接力（20
分）比赛中，宁波运动员姚攒与队
友一起参加了预赛，最终，中国队
在决赛中一举夺得金牌，为中国
代表团拿到东京残奥会第7金。
这也是宁波运动员在本届残奥会
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此次东京残奥会，姚攒在女
子S5级200米自由泳决赛中获得
第五名、在女子S5级100米自由
泳决赛中获第七名，而在参加了男
女混合4×50米接力赛（20分）预

赛后，她虽然没有参加决赛，但根据
残奥会赛制，报名参加该项目预赛
和决赛的运动员同样获得金牌。

“姚攒是幸运的，这一路她坚
持了下来，真的不容易！”昨天晚上
9点多，记者联系上了姚攒的妈妈
徐女士，她说，女儿很自律，一边读
书一边训练，通过努力，高考考入
了浙江树人大学，“不管遇到什么
困难，不管是取得好成绩还是处在
低谷，她的心态一直很好，只想着
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往前走。”

“做更好的自己！这是我对
女儿一直以来的期许。”徐女士说。

东京残奥会宁波首金诞生！
男女混合4×50米自由泳接力（20分），姚攒夺冠

姚攒夺金后给自己竖起了大拇指姚攒夺金后给自己竖起了大拇指。。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