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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9月14日电
（记者苏斌、姚友明）第十四
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14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共有
12000余名运动员参加本届
全运会决赛阶段赛事，组委
会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狠抓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
作，认真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努力确保举办一届健康、干
净、安全的运动会。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
志丹介绍，本届全运会共设54
个大项、595个小项，其中竞技
比赛项目设35个大项、410个
小项，群众比赛项目设19个大
项、185个小项。

本届全运会既有31个省
（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火车头体协、煤矿体协、前卫
体协、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代表团，也有北京体育大学、
天津体育学院、俱乐部等参赛
单位，还有以个人身份参赛的
运动员。

陕西省副省长、十四运会
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方光
华表示，陕西在筹办工作中聚
焦全民全运、智慧全运、绿色

全运、人文全运、廉洁全运，努
力做到全民参与、智慧赋能、
绿色引领、人文底蕴、廉洁办
会五个“突出”。

陕西13个市区承办绝大
多数竞技项目比赛，帆船、皮
划艇激流回旋、冲浪、霹雳
舞、击剑、场地自行车等项目
被安排在浙江、山东、四川、
海南、江苏、天津、河南7个省
市举办。

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
办，大部分东京奥运会参赛运
动员将出现在本届全运会赛
场。本届全运会是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举办的首个国内重
大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北京
冬奥会前我国举办的规格和
水平最高的体育赛事。有关
部门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毫
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针对近期福建省出现的
疫情，十四运会疫情防控专家
组认为，此次疫情对十四运会
如期安全顺利举办影响较低。

反兴奋剂工作方面，200
余名兴奋剂检查官参与全运
会工作，实施非常严格的兴奋
剂检查。

新华社阿联酋沙迦9月13
日电（记者肖世尧、苏小坡）在
经过数日的调整恢复后，中国
男足13日进行了来到阿联酋
沙迦后首堂室外训练课，继续
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杯预选赛
12强赛。面对两连败开局的
困难局面，国足队长吴曦表示
球队会认真准备比赛，通过训
练去提高，尽快解决问题。

今年6月，中国男足在沙
迦取得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
40强赛3连胜，顺利晋级12强
赛。此番故地重游，中国队将
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集训，并
在10月7日进行与越南队的比
赛。中国队主教练李铁曾表
示，会在这段时间练得非常辛
苦。据记者了解，提升训练强
度，增加球员的体能储备，将
成为中国队在沙迦集训的重
要任务。

“沙迦现在相比之前40强
赛时没有那么热，球员们会适
应一些。李铁指导说了在训

练方面会上量，我们会认真准
备比赛，尽快解决问题，通过
训练去提高，所有队员都会全
力以赴。”吴曦说。当日，中国
队训练在当地时间晚8点开
始，球场边有微风吹过，并不
显得闷热。

在9月7日不敌日本队的
比赛中，中国队主力中后卫张
琳芃因腰部受伤被替换下
场。吴曦表示张琳芃还没有
恢复到100％，他的身体状况
在未来几天将会更好。

对于下一场比赛的对手
越南队，吴曦则表示：“踢越
南前我们要先做好自己，按
照教练组的要求，先做好平
时的训练。”

沙迦集训期间，中国队计
划在9月下旬进行3到4场热身
赛，通过高水平比赛来保持竞
技状态、检验球队阵容。中国
队目前正在积极与有意向的
国家队、俱乐部球队联系，以
尽快确定比赛对手和时间。

超12000名运动员
参加十四运会决赛阶段比赛

国足沙迦备战首练
队长吴曦：通过训练尽快解决问题

东京奥运会圣火熄灭不久，全
运会的精彩就将在陕西激情上
演。15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
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开幕
式，三秦大地上积蓄已久的体育热
情将在此全面释放。从场馆建设
者夜以继日的辛劳，到健身达人风
雨兼程的付出，以及三秦儿女们对
筹备工作的默默奉献，都是为了这
激动人心一天的到来。

场馆“动起来”
体育强省跑在路上

在灞河之畔，西安奥体中心
“一场两馆”鼎足而立。这座总建
筑面积超过52万平方米的体育设
施，克服疫情干扰从西安国际港务
区拔地而起，其高效施工和精巧设
计成为3900多万陕西儿女全力拥
抱全运、迎接全运的真实写照。

2020年6月，53个全运会新建
和改扩建场馆、场地全部完工。今
年3月至7月，各竞技项目测试赛
相继举行让各场馆迅速转进备战
状态。在榆林，“三顶草帽”的榆林
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内拳击擂台
已搭起；在商洛，公路自行车选手
将与绿水青山为伴在蟒岭赛道穿
行；在西安，羽毛球、空手道、艺术
体操等比赛在各大高校体育馆精
彩纷呈……

一座场馆就是一个标志，一座
场馆就有一段故事。

“场馆建设那段时间我晚上十
点回家都算早的，经常是忙到凌晨
两三点，回家躺床上打个盹到七点
再从城区赶过来。”韩城西安交大
基础教育园区体育馆的工作人员
薛庆伟说。

陕西省借十四运会机遇，体育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补齐短板、显露
后发优势。赛场是万众瞩目的“明
珠”，也是可利用的“全运遗产”。
如今，在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
来这里打羽毛球、篮球的群众已经
多了起来。“老百姓想来打球经常
要提前好几天预约。”场地负责人
郭庆说。

通过体育场馆的免费、低收费
开放，这些全运会的场馆以后也将
成为开展全民健身的园地。通过
引入市场机制，一部分场馆将承接
更多文化、体育活动，丰富群众的
精神生活需求。

这些，都将是陕西加快体育强
省建设信心与力量的源泉。

防疫“动起来”
安全措施全方位贯通

东京奥运会期间，面对日本严
峻的新冠肺炎疫情态势，中国体育

代表团周密部署、妥善应对，实现
了全团“零确诊”的目标。从东京
到“西京”，全运会举办地自八月以
来收紧疫情防控政策，以未雨绸缪
的防控措施为十四运会保驾护航。

从九月初开始，全运村里核酸
检测井然有序，体育馆中防疫人员
定时消毒。“全运通”系统平台的自
动核验、远端防控，参会人员的团
进团出、直达赛场……这些，都是
在为一张疫情防控的满分答卷奋
笔疾书。

据了解，坚持“一赛事一方案、
一场馆一方案、一群体一方案”的
原则，相关部门详细制定疫情防控
总体方案和专项方案、应急预案。
目前，为十四运会的顺利举行，已
有超过300个封闭场所启用，在赛
事期间力保疫情“零发生”。

赛场外，陕西也展开“防疫大
作战”。据介绍，近期西安加大了
对医护、快递、出租车等41类重点
行业人员和重点区域的核酸检测
频次。同时，公安、工信、卫生协同
作战，严格执行重点场所错峰限
流、测温扫码等措施。

陕西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
研究所副所长陈飒表示，在赛事期
间，陕西对海外入境人员、中高风
险地区来陕返陕人员和其他地区
来陕返陕人员等三种人群采取不
同的管理措施，保证疫情防控态势
之下赛事活动的顺利运行。

信念“动起来”
“旗帜”飘扬在三秦大地

十四运会开幕前夕，十四运会
和残特奥会火炬传递仪式在西安
奥体中心中央广场落下帷幕。今
年7月17日采集自革命圣地延安

宝塔山下的圣火熊熊燃起，在千名
火炬手的接力奋进中传遍陕西14
个站点，成为盛会开幕前陕西各个
赛区最好的暖场与宣传，也是保障
力量最完整的演练与“阅兵”。

8月16日，北京奥运会跳水冠
军秦凯在西安古城墙下高擎主题
火炬“旗帜”，成为第一棒火炬手，
开启这股巨大精神信念的接力传
承。“西安这几年的变化日新月异，
我每次回来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秦凯说。

9月12日，北京奥运会武术冠
军吴雅楠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在
抵达圣火盆前单手握持火炬，打出
几招行云流水的太极拳，留下了精
彩瞬间。“最后一棒的火炬传递任
务落在肩上，我深感责任重大，也
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吴雅楠说。

两位同样在那个难忘的北京
之夏取得佳绩的陕西籍运动员，以
如此巧妙的方式形成呼应。在“不
忘初心、传递梦想”的火炬传递信
念感召之下，更多火炬手奋进前
行，他们声名虽不显赫，但都是在
自己岗位上发光发热的奋斗者。

“这1000名火炬手就是三秦大
地上的星星之火，是各行各业的代
表和楷模。”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
组委会群众体育部火炬传递处处
长张冰说。

在火炬传递的收火仪式上，三
位圣火护卫庄严肃穆，将圣火归于
火种灯中，静待十四运会开幕式上
的再度“绽放”。

位于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内
的主火炬塔已高高耸立。这股三
秦儿女追赶超越的不息信念，不久
之后就将在世人面前激昂跃动。

/新华社记者 储国强、郑昕

拥抱拥抱““十四运十四运””
陕西陕西““动起来动起来””

新华社加德满都9月14
日电（记者易爱军、周盛平）
现年82岁的西班牙登山者卡
洛斯·索里亚开始向尼泊尔
境内的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
里峰发起第12次冲击。

索里亚13日通过社交媒
体发文说，他和团队已经抵达
道拉吉里峰山脚，“今后几小
时我们希望抵达大本营”。组
织索里亚登山活动的尼泊尔

“七峰徒步公司”总裁明玛·夏
尔巴对新华社记者说，索里亚
和团队已于13日抵达道拉吉
里峰大本营；如果天气一直保
持良好状态，登山队预计将在
10月 10日前登顶道拉吉里
峰。索里亚将得到4名尼泊
尔夏尔巴登山向导的协助。

索里亚1990年开始尝试
攀登世界海拔8000米以上的
高峰，迄今为止已登顶其中
11 座高峰，其中包括海拔
8848.86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
朗玛峰。海拔8167米的道拉
吉里峰和位于中国西藏境内
的世界第14高峰希夏邦马峰
是他最后两个目标。

今年春季登山季，索里亚
冲刺道拉吉里峰的努力因天气
恶劣和新冠疫情而再次失败。

据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截
至9月13日，该局已向24支
登山队的227名登山者发放
于秋季攀登尼泊尔境内5座
高峰的许可证，其中4支登山
队的40名登山者获准攀登道
拉吉里峰。

82岁西班牙登山者再次冲击
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

这是9月14日拍摄的西安奥体中心。/新华社记者 吴壮 摄

这是9月14日拍摄的西安奥体中心新闻中心的志愿者。
/新华社记者 吴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