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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届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办一届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
编辑编辑：：郝佳伟郝佳伟 美编美编：：张瑜张瑜 校对校对：：白艳红白艳红

9 月 27 日，四年一度的国内最高水平综
合性体育盛会——全运会，将在西安奥体
中心体育场闭幕。

第十四届全运会是首次在我国西部地
区举行的全运会，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举
办的首个国内重大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前我国举办的规格
和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全运
会不仅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还开辟了许
多办赛新模式。

疫情防控下的全运会 安全不失精彩
本届全运会共有约 12000 名运动员参加

决赛阶段赛事，如何既做好疫情防控，又呈
现精彩赛事，成为组织者的重要课题。

为按时完成数十个场馆的建设任务，在

2020 年初“战疫”的紧张时刻，赛事组织者创
新工作方式方法，提效率、抢工期、赶进度，
一些项目实行“全封闭、零流动”的管理方
式。“原有人员不出场，外来人员不进场。工
人从工地到宿舍，全程由专车接送。”下穿灞
河隧道项目经理安三虔说。

坚持“一赛事一方案、一场馆一方案、一
群体一方案”的原则，十四运会组委会相关
部门详细制定疫情防控总体方案和专项方
案、应急预案，开发“全运通”疫情防控系
统，严格落实“疫苗接种+21 天隔离或 14 天
健康监测+核酸检测+闭环管理”的全方位
防控措施。

此外，本次赛事允许观众入场，观众需在
观赛前 14 天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并提供
赛前 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陕西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研究所副所
长陈飒表示，在十四运会期间，陕西对境外入

境人员、中高风险地区来陕返陕人员和其他地
区来陕返陕人员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保证疫
情防控下赛事活动的顺利运行。

香港跆拳道运动员林小慧表示，自己和团
队之前在深圳先进行了隔离，之后直接来参加
比赛，虽然防疫措施会影响训练，但让人觉得
很安全，可以安心参赛。“这是我一年多以来第
一次参加大型运动会，感觉很高兴。”林小慧说。

群众比赛活动多点安排
建设体育强国，基础在群众体育。
我国于第十三届全运会首次设立群众比

赛活动，共将 19个大项、126个小项的群众项目
纳入其中。据统计，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
式，共有数百万群众参加了十三运的“我要上
全运”基层选拔比赛。参赛人员遍及大江南
北、涉及各行各业，运动员年龄最小的 4岁，最
大的 93岁。

本届全运会在上届基础上，增加 59 个小
项，群众比赛活动小项达到 185 个，并把部分
群众比赛活动的决赛放在开幕式后举办，进一

步扩大群众比赛活动在全运会体系中的影响
力，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健身的热情。

9月 15日至 21日，十四运会群众比赛地掷
球决赛在西安体育学院含光校区举行。“只有
让更多群众真正参与到群众比赛中，这项运动
才具有生命力。”十四运会群众比赛地掷球竞
委会副主任、西安体院运动休闲学院院长杨建
设说，地掷球首次进入全运会群众比赛序列，
这是中国地掷球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本次全运会群众比赛活动多点设置，除 8
个在陕西举行的群众比赛活动外，还有 11 个
项目的决赛由其他地方承办。其中，围棋、象
棋等决赛设在安徽省合肥市，桥牌决赛设在浙
江省嘉兴市，网球决赛设在湖北省京山市……

以此为契机，多个承办地加快推动全民健
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为项目赛事组织积累
经验、助力项目推广。

增设项目未雨绸缪
为更好地备战巴黎奥运会，并加强运动

项目人才储备，本届全运会增设了部分巴黎

奥运会项目，并在跳水、体操等项目上增设
青年组比赛。

全运会冲浪比赛 9 月 11 日在海南万宁
日月湾落幕。这是冲浪项目首次进入全运
会，分为男子短板、女子短板两个小项。全国
13 支冲浪代表队集结日月湾，50 名运动员参
加了决赛。

据了解，参赛的各支冲浪队均在 2018 年
前后建立，此次全运会对于各支代表队来说是
集中训练两三年后的成果大练兵。

“从整体水平来看，原来是海南一枝独秀，
但现在多支队伍的水平跟海南队接近，能够对
海南队拿金牌产生一定威胁。”本次比赛的裁
判员林栋表示，这种良性竞争对于提升国内冲
浪整体水平大有帮助。

据了解，冲浪预赛共有 124 名运动员参
加，年龄最小的仅 10 岁，最大的 29 岁，平均
年龄 16 岁。通过本次赛事的历练，年轻运
动员有望迅速成长，成为巴黎奥运会冲浪项
目储备人才。

此外，本次全运会共增设了 4个青年组项
目，跳水、体操等项目的青年组比赛不仅是对

各代表队青年队员训练成果的检
验，也为国家队挖掘选拔优

秀人才、备战巴黎奥
运会提供了平台。

（王君宝 王泽）

陕西全运会 全运新模式

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 200 米自由
泳决赛中，广东选手汤慕涵击败山东
选手杨浚瑄夺冠，并创造了新的全国
纪录。赛后，汤慕涵流下了激动的泪
水，不停地用两手快速抹过双眼。经
历苦练，汤慕涵喜极而泣的泪水让人
动容。

中国举重名将、代表浙江出战的石
智勇在全运会举重男子 73 公斤级比赛
中，超过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如在
东京奥运会上一样，夺冠后的石智勇在
举重台上高喊：“还有谁！”这震耳欲聋、
霸气的一喊，是他拼尽全力后的一种发
泄和对自己实力的宣告。

中秋之夜，月圆长安，梦圆赛场。
全运会男子百米决赛，除了“亚洲飞
人”苏炳添延续荣光，这场比赛还是中
国男子百米运动员新老一代间的较
量。在苏炳添、上届冠军谢震业以及名
将吴智强和许周政身旁，还有四位年轻
的“00后”小将与前辈们站在一起。

中华文化里，人被认为应当自强不
息、积极进取、刚健有为，所谓“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为梦驰骋
的 赛 道 上 ，他 们 用 奋 力 拼 搏 的 激情
点燃赛场，更以不断向前的姿态奔向
更高目标。

从东京奥运会到陕西全运会，运
动员拼搏的力量从未停止，成为一道美
丽风景。他们通过体育力量向社会传
播正能量，用汗水和泪水交织梦想，为
青少年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拼搏的形象是悦目的，这种力量用
一股韧劲点缀着我们的青春；拼搏的
力量是向上的，经历过无数次锤炼，
让人变得更加强大；拼搏精神更是时
代 需 要 的 ，这 是 应 对 各 种 苦 难 、逆
境、挫折、压力后表现出来的巨大勇
气和坚韧意志，让中华民族不惧各种
风险和挑战，保持定力和自信。

赛场上，我们之所以为队员鼓与
呼，是因为他们奋斗的每一个节拍都与
这个时代同频共振。

他们的身上，有各行业奋斗者们拼
搏的影子。当然，这其中，包括不断奋斗
的你。

拼搏之路，路在脚下。以梦为马，不
负韶华。 （李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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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完全运会最后一场比赛，“亚洲飞人”苏炳添
面对记者镜头喊出一句“放假了！”归心似箭，盼望
与家人团聚的心情溢于言表，同时也道出了许多运
动员的心声，让人共鸣。

在三秦大地举办的十四运会即将落下帷幕，
一场场精彩比赛紧张激烈，扣人心弦，留下难忘
记忆。而在赛场之外，当运动员褪去光环，流露
常人真性情的一幕幕，也让这场体育盛会更加温
馨动人。

9月 22日，石智勇在举重男子 73公斤级比赛中
超越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并夺冠。次日下午，石智
勇回到绍兴，成功求婚。他在求婚仪式上单膝跪
地，将两枚奥运金牌和一枚全运会金牌挂在女友陈
晓旦脖子上，两人紧紧相拥。“举重若轻”之后，浪漫
求婚，石智勇获得祝福无数。

赛场风云激荡，赛后风轻云淡。9月 25日晚，足
球女子成年组决赛在大雨中落幕，联合队 1：0战胜
上海队。颁奖环节，联合队姑娘们一脸轻松喜悦，
还三三两两拿出手机“自拍”，与看台上互相留影的
志愿者相映成趣。

全运会期间，与体育明星“求合影”的，不光是
观众。国乒名将许昕与跳水运动员全红婵合影后，
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吐槽全红婵与他的合影“多多少
少有些敷衍”，并发表评论说：“之前我跟朋友说我
认识全红婵，很多人都说我，你们两个人的年龄差
一圈多，谁信呢，通过这次拍照，我也明白一个道
理，她真的不认识我。”两位体坛名将，这样的合影
平添几分喜感。

除了再次上演让人惊叹的“水花消失术”，全红
婵的“小毛驴”也引发网友暖心关注。结束比赛返
程时，全红婵把自己的小毛驴玩偶忘在西安。她在
微博发文配哭脸表情，引发网友热议和安慰。原
来，这只小毛驴玩偶是哥哥送给她的幸运物，也是
她最喜欢的玩偶，在十四运会跳水比赛中，她的双
肩包上经常会挂着这只玩偶。消息传出不久，这只

“小毛驴”被工作人员找到，故事有了圆满结局。
比丢玩偶、丢手机“水平更高”的是：丢金牌。

一名空手道选手把刚刚获得的全运会金牌落在车
上，不能不让人佩服“心大”。好在，作为全运会保
障人员的热心司机“拾金不昧”，很快就设法归还。

当“奥运队友成为全运对手”，有奥运冠军感叹

“全运会比奥运会难打”，肺腑之言让人感慨；当奥
运冠军结束比赛，与家人一起游览秦岭野生动物园
时，游客们备感亲切；当篮球场上左冲右突的得分
高手，面对记者镜头略显腼腆时，大家直呼宛若邻
家男孩。赛场外的花絮，让拼搏赛场的运动
员变得随和又可亲。

运动，从来不只是比赛与奖牌。
全运会留下的，不只有拼搏与
梦想、胜利与欢呼、遗憾与泪
水，一份份浓浓的温
情同样融入人们
的记忆。
（陈钢 姚友明）

运动员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