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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老将争上流

场馆
“动起来”
，
体育强省跑在路上

——全运会江西代表团前瞻
本报特派记者 李 征/文 杨继红/图

防疫“动起来”，安全措施全
方位贯通
徐诗晓在天津全运会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储国强 郑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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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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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 抱 全 运 会 陕 西﹃动 起 来﹄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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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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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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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将周鹏。
2021，体育大年。东京奥运会刚刚落幕，西安全运
会赛场又将燃起激情。9 月 15 日，我国规模最大、竞技
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盛
大开幕。
江西运动员箭在弦上。最新数据统计，参加过全
运会决赛的江西运动员有 74 人，占比 39.57%；首次参加
全运会的江西运动员有 113 人，占比 60.43%。可见，江
西代表团运动员结构合理。新人老将谁将摘金夺银，
颇具看点。

徐诗晓 能否复制“双金”时刻
东京奥运会海之森水上竞技场，江西姑娘徐诗晓
与搭档孙梦雅登上了奥运最高领奖台。她们以 1 分 55
秒 495 的成绩，夺得女子双人划艇 500 米冠军。
29 岁的徐诗晓是中国女子划艇的领军人物。退役
后一复出即夺全运会金牌，本次获得奥运金牌，徐诗晓
“水上一姐”
地位更加巩固。解除疫情防控隔离之后，
徐
诗晓迅速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根据本届全运会赛事
规则，东京奥运会 2 人以上集体项目，可继续组队参赛。
因此，
徐诗晓与孙梦雅将继续组队参赛。只要她们正常
发挥水平，
收获女子双人划艇 500 米金牌毫无悬念。
此外，徐诗晓还将参加女子单人划艇 200 米项目。
2017 年天津全运会，徐诗晓拿下女子单人划艇 200 米、
女子双人划艇 500 米双料冠军，本届全运会她能否复制
“双金”
时刻，我们拭目以待。
水上项目是我省竞技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江西
水上健儿（其中不乏全运会新人）将以徐诗晓为榜样，
对即将开桨的比赛跃跃欲试。他们将在女子单人皮
艇、四人皮艇、男子单人皮艇、划艇以及赛艇等多个水
上项目捍卫“江西水师”的荣誉。

程玉洁、万乐天 两朵小花期待绽放
大眼睛、男生短发，透着不服输的劲儿，这是江西
游泳小花程玉洁给记者留下的最初印象。16 岁的程玉
洁，花一样的年龄，像泳池中盛开的鲜花。从 4 月到 7
月，程玉洁的进步可以用“看得见”来形容。100 米自由
泳 54 秒 75 曾是程玉洁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8 日全国游泳冠军赛中，她以 53 秒 91 的成绩
获得第三名，并达奥运 A 标。6 月 1 日东京奥运会补位
赛，她又把成绩定格在 53 秒 76，再次超出奥运 A 标。不
到两个月，程玉洁把成绩提高了近 1 秒。这是很多运动
员几年都无法完成的进步，
提高幅度惊人。
这朵游泳小花被火速招入国家队。在东京奥运会
女子 4× 100 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程玉洁、朱梦惠、艾
衍含、吴卿风组成的中国队游出了 3 分 34 秒 76，获得第
七名，并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这也是江西游泳运动
员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全运会女子 4× 100 米自由泳接力赛，程玉洁仍将

与其他三位奥运队友搭档。虽然程玉洁第一次参加全
运会，但是如无意外，江西也将收获这枚游泳接力赛金
牌。真正的考验是在女子个人 100 米自由泳的比赛中，
程玉洁的单兵作战能力将面临考验。我们相信，经过
大赛的历练，这朵江西小花在全运会赛场上仍能绚烂
绽放。
游泳项目是全运会奖牌大户，江西游泳队并非程
玉洁“一枝独苗”，另一朵游泳小花、17 岁的万乐天将参
加女子 100 米仰泳的比赛，且有冲击奖牌的实力。万乐
天 13 岁时参加了 2017 年天津全运会，成为江西历史上
最年轻的全运会运动员。如今心态更平和、技术更成
熟的万乐天，在程玉洁的激励下，相信不会令人失望。

张冬莲、周鹏、邓娅兰 老将能否续写精彩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本届全运会江西有两名“六
朝元老”——张冬莲、周鹏令人关注。24 年来，他们为
江西体育事业燃烧了青春、书写了荣誉、传承了精神。
女子射击飞碟项目比赛在开幕式前完赛，江西运
动员中年龄最长的 39 岁老将张冬莲获该项目银牌，这
也是她六届全运会的第一枚奖牌。经历退役复出，终
获全运奖牌，张冬莲完美诠释了体育精神。
3 金 3 银 1 铜，这是江西老将周鹏参加五届全运会
取得的骄人成绩，其中 2009 年、2013 年、2017 年连续三
届全运会夺得皮艇项目冠军。今年 37 岁的他又将踏上
前往西安全运会的征程。
“希望为江西最后出一把力。”
周鹏说。不论结果怎样，只要这位老将出现在全运会
赛场，就是照亮江西水上运动健儿前行的光。
22 岁对于竞技体操已经不算年轻。而在这个年
龄，邓娅兰登上了全国最高奖台。爆发力强、空中姿态
好是她的特点。在今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跳马决赛
中，邓娅兰力压刘津茹、虞琳敏等名将一举夺魁，这是
江西竞技体操时隔 12 年后再次问鼎全国冠军。邓娅兰
在赛后表示：
“ 我很享受这个舞台，我很喜欢镜头对着
我，那样会让我更自信。”这次夺冠无疑为她出征西安
全运会增强了信心。

谭雪琴（左）。
否宣告王者归来，值得关注。
“不够冷静，有点慌乱。最后是走神了，看了记分
牌。”周俐君和记者分享了自己在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
场比赛，
她非常清楚自己未能晋级跆拳道女子 57 公斤级
比赛四强的原因。年仅 22 岁的她，不必气馁，两度击败
两届奥运冠军、
英国名将杰德·琼斯，
在世界跆拳道大满
贯冠军系列赛中成功卫冕，
以世界第一的排名拿到东京
奥运会门票就是最好的佐证。展望全运会，
周俐君瞄准
冠军领奖台，
她强调
“拿下每一场，
过程更重要”
。
今年只有 25 岁的彭建华，是江西田径史上首名参
加奥运会的马拉松运动员。虽然年纪不大，但彭建华
已经是一名逐渐成熟的实力派选手，中国马拉松的中
坚力量。在本届全运会马拉松赛场，希望彭建华能勇
挑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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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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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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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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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西安 9 月 14 日电）

加油，
江西运动健儿们
从开幕式前已经完赛的项目来看，本届全运会江
西完成了多项突破。邓佳琪获 U14 组女子单人 10 米跳
台冠军，拿下第十四届全运会江西代表团首金。这也
是时隔 16 年后，江西跳水项目在全运会上再次夺金，意
义非凡；刘忠鑫获得男子南拳、南刀、南棍全能银牌，实
现了我省武术套路本土队员全运会奖牌零的突破。
开幕式后，更多比赛项目将展开激烈争夺，江西运
动健儿还有哪些项目值得期待？
2017 年天津全运会跆拳道女子 49 公斤级冠军谭
雪琴能否卫冕？
“ 女大力士”李江燕能否保持今年全国
田径锦标赛的状态夺得链球项目冠军？吉安小伙吴
宇昂能否在男子 400 米这个“径赛中公认最难练项目”
中实现新的突破？黄志勇、王志豪、敖辉等队员能否
在举重赛场展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势？
“ 小林丹”
李诗沣能否传承林丹的“衣钵”，给江西羽毛球队带来
惊喜……
不以金牌论英雄，英雄要去争金牌。西安全运会
舞台拉开大幕，四年一届的国内赛场，江西运动健儿们
加油！

9 月 14 日，上海队选手沈奕瑶（左）在比赛中。当日，在
西安全运会射击女子 10 米气手枪决赛中，沈奕瑶以 241.9 环
的成绩获得金牌。
新华社记者 张 涛摄

熊亚瑄、
周俐君、
彭建华 调整心态超越自我
运动员能够站在奥运赛场上就是英雄。江西运动
健儿熊亚瑄、周俐君、彭建华在东京奥运会虽然无缘决
赛，但是能为国征战已是崇高的荣誉。从奥运赛场转
战全运赛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能否调整心态超
越自我呢？
44 中，超世界纪录，冠军。这是熊亚瑄在国家射击
队奥运选拔赛创造的女子 25 米运动手枪的成绩。2008
年开始射击训练，2016 年进入江西省队，2015 至 2017
年连续 3 年获得全国锦标赛女子 25 米运动手枪冠军，
熊亚瑄历史辉煌。今年西安全运会熊亚瑄参加了女子
25 米运动手枪、女子 10 米气手枪两个项目的比赛。能

9 月 13 日，选手在比赛中。当日，青海省第七届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举行 5000 米速度赛马项目比赛，选手们在赛
场上策马扬鞭展现英姿。
新华社记者 张曼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