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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护航十四运会，进入 9 月以来，

宝鸡市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

部）配合宝鸡执委会医疗保障部积极

开展工作，从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及

各大医院抽调精兵强将奔赴各个涉会

点位，打响了疫情防控、医疗保障、卫

生监督“三大战役”，为确保赛事顺利

举办提供安全保障。截至目前，共投入

医护人员 163 名，救护车 18 辆，累计

核酸检测 17000 多人次。

把好疫情防控关

核酸检测 17000多人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本届全国

运动会的一个鲜明特点和首要工作。

作为赛事的承办者，需做到未雨绸缪，

周密部署。

我市在赛事管理上进行周密安排

部署，成立十四运宝鸡赛区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强化工

作措施 ；严格封闭管理，从严检测排

查，在涉赛人员到达宝鸡后第一时间

进行双测双检 ；强化应急管理，制定

赛事期间疫情防控应急预案，进行多

次模拟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严格封闭管理和严密检测排查，是

疫情下办赛的两大“利器”。对外地来

宝涉赛人员及观众严密核查 14 日内活

动轨迹和健康状况、疫苗接种情况、核

酸检测证明等，实行从严管控。对入住

接待酒店的运动员、技术官员、工作人

员（志愿者）、新闻媒体记者、嘉宾等参

赛涉赛人员，严格实行封闭管理，落实

“住地- 专车- 场馆”闭环管理，定点集

结，团进团出，严禁私自外出，确保做到

全程闭环、全员闭环。对比赛场馆严格

实行分区管控，封闭式管理区域只允许

运动员、技术官员、赛事组织人员、医务

人员、颁奖礼仪志愿者、竞赛类志愿者、

安保人员入内，非封闭式管理区域为观

众、服务人员活动区域，观众按票就座，

服务人员在指定区域活动。同时强化工

作人员管理，要求比赛场馆工作人员须

在开赛前 14 天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

种，工作开始前 14 天进行严格健康监

测，进入封闭式管理区域的所有工作人

员一律实行封闭管理，集中居住。

市中心医院、市人民医院、市中医医

院（市骨科医院、市中医药研究所）、宝鸡

第三医院分别负责各接待酒店及比赛场

馆涉赛人员核酸检测排查工作。在第一

时间对到达宝鸡的参赛人员进行核酸检

测排查基础上，摸清底数，建立台账，对

封闭管理人员每两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排查，对非封闭管理人员每 3 天进行一

次核酸检测排查，做到了“应检尽检”，确

保不漏一人、不漏一次。

据有关方面统计，9 月 1 日至 9

月 9 日，宝鸡市封闭管理人员核酸检测

10000 人次，非封闭管理人员核酸检测

7344 人次，累计检测 17000 多人次。

把好医疗保障关

投入医护人员 163名

9 月 1 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宝

鸡赛区U18 女子足球赛正式拉开帷幕，

宝鸡市人民医院作为体育场现场医疗保

障单位开展医疗保障工作。

下午 1 时，比赛正式开始，所有

参与医疗保障人员坚守岗位，随时准

备提供应急服务，直至比赛结束。晚 9

时，该院所有参与医疗保障人员有序

撤离现场。

按照十四运执委会医疗卫生保障

部要求及工作安排，宝鸡第三医院被

确定为市级定点救治医院，并负责相

关场地、酒店医疗保障及核酸检测等

疫情防控工作。9 月 2 日下午，宝鸡第

三医院派体检中心医护人员，兵分多

路到达各点位开展工作。这些医护人

员历时 4 小时，为十四运新闻媒体、后

勤、安保等约 1300 名工作人员进行了

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刷新了该院外出

核酸检测采样的纪录。该院医学检验

科为确保按时上报检测结果，召回了

换班人员，加班加点，直到全部检测结

果出来后才下班休息。

9 月 4 日，万众瞩目的十四运会

和残特奥会火炬传递活动第十站在

宝鸡举行。宝鸡执委会医疗保障组

制定了火炬传递医疗卫生防疫方案

及应急预案，指导协调实施仪式现

场和驻地酒店的疫情防控工作。对

于救护车的征调与安排、医护人员

配备、常规救护药品及设备的准备、

沿途救护站的设置等事项一一部署

到位，有力保障了这次火炬传递活

动圆满进行。

据了解，十四运会的医疗保障和核

酸检测工作由市中心医院、市中医医

院、市人民医院、宝鸡第三医院、宝鸡高

新医院、西安医学院附属宝鸡医院等三

级定点医院负责，截至目前共投入医护

人员 163 名，救护车 18 辆。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的工作

人员说，十四运医疗保障任务艰巨、使

命光荣，宝鸡广大医护人员将以主人

翁姿态，持续跟进后续比赛，用认真的

工作态度、精湛的医疗技术，继续全力

做好医疗保障工作。

把好卫生监督关

驻点检查保障赛事举办

这次全运会水球比赛落户宝鸡，各

省运动员会聚宝鸡市游泳跳水馆，该场

馆的水质卫生条件令人关注。

为切实保障全运会水球比赛卫

生安全，我市安排第三方卫生检测技

术服务机构，从 9 月 7 日开始，每天

在泳池使用前一个小时，对宝鸡市游

泳跳水馆泳池水质做一次现场快速

检测，并安排了驻点监督检查，对游

泳馆卫生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跟踪检

查和指导。宝鸡市游泳跳水馆也安排

了水处理专职人员和自检人员，全面

落实游泳池水处理措施，严格开展水

质自检。

为保障十四运宝鸡赛区足球赛事

顺利举办，宝鸡市共抽调市卫监所和

渭滨区、金台区、千阳县、陇县卫生监

督员 12 人，协调第三方现场快速检测

工作人员 4 人，参与十四运驻点卫生

监督保障工作。

宝鸡市卫生监督机构提前介入，

组织开展了对接待酒店、比赛场馆以

及承接医疗保障任务医疗机构的专项

监督检查，督促酒店和医疗机构排查

卫生安全隐患、积极落实整改措施，全

力保障十四运会卫生安全。

据了解，此次保障采取“封闭管

理、驻点监督”的方式，重点对接待酒

店和比赛场馆开展驻点卫生监督。坚

持每日对比赛场馆和运动员驻地医疗

点实时监督检查，严格落实各项疫情

防控措施。

目前，十四运会水球比赛正在进

行中，驻点保障的卫生监督员将继续

坚守岗位、严格把关、精准保障，督导

各定点接待酒店、比赛场馆及医疗保

障机构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筑牢卫生

安全防线，为十四运会顺利举办贡献

宝鸡卫健人的力量。

宝鸡著名特奥运动员杨乐:

用自信书写精彩人生

“在宝鸡站的火炬传递中，我

担任的是第三棒火炬手，感到非

常荣幸，也特别自豪。看到沿途大

家给我鼓掌与欢呼，我非常激动，

这是我人生中的荣耀时刻。”9

月 11 日，正和队友备战第八届特

奥会乒乓球赛的我市著名特奥运

动员杨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杨乐是一名特奥运动员，经

市残联推选、十四运执委会公示，

成为十四运暨残特奥会宝鸡站火

炬手，参加了 9 月 4 日的火炬传

递活动。

杨乐 8 岁起参加特奥运动，

擅长的运动项目是乒乓球、田径

和滚球。2017 年经中国残联推

选，被国际特奥会东亚区任命为

2018-2020 年特殊奥林匹克东亚

区区域信使、东亚区运动员议事

委员会委员。2019 年被共青团

陕西省委授予第 18 届“陕西青年

五四奖章”。先后参加了第五届、

第六届、第七届全国特奥会等重

大赛事，共获得奖牌 30 余枚。

今年，在各方帮助下，杨乐开

办了两家奶茶店。杨乐平时在进行

乒乓球训练的同时，带领伙伴们一

起学习制作奶茶技术，不断推出营

养又健康的奶茶品种，向社会展现

宝鸡特奥人勇于拼搏、敢于挑战、

健康自信的精神面貌。

作为一名心智障碍者，杨乐

和千千万万的青年一样，用自己

的努力书写人生，在快乐中不断

成长。“参加特奥运动，培养了我

坚持不懈的品质，我要心怀梦想、

不断尝试、勇于攀登，去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杨乐说。

市体彩管理站站长刘涛:

传播公益理念  践行社会责任

9 月 4 日上午，十四运会和

残特奥会火炬传递活动第十站在

宝鸡市举行，宝鸡市体彩管理站

站长刘涛作为第 42 号火炬手参

加了本次活动。

谈及感受，刘涛说他非常珍

惜这次参加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

火炬传递活动的机会，活动传递

的不仅仅是全运圣火，还有体彩

人的责任与担当。

作为一名优秀体彩人，刘涛说

起体彩来如数家珍。刘涛认为，宝

鸡体育彩票的发展对宝鸡体育事

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作出了积极贡

献。自从电脑型体育彩票 2001年

在宝鸡上市发行以来，已累计实现

销售额39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

金 13.7亿元，为宝鸡当地的体育

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贡献公益金

3亿元，还带动了相关通信、媒体、

印刷等行业的发展，经济和社会效

益十分显著。目前宝鸡市体育彩票

销售网络覆盖全市四区八县，从业

人员近千人。

刘涛告诉记者，这次宝鸡市体

育彩票积极助力全运会筹办，市级

体育彩票公益金投入 2900万元，

主要资助有关部门进行宝鸡市体

育场、宝鸡职业技术学院足球场、

陕西中北专修学院足球场、陕西宝

成航空仪表集团足球场的场地设

施改造，发挥了体育事业“生命线”

和公益事业“助推器”的作用。宝鸡

体育彩票真正践行了“买体彩 迎

全运 作贡献”的公益理念。

“购买体育彩票是一种娱乐，

更是一种奉献。我们体彩人要更

好地工作，满足广大彩民的需要，

将体彩公益精神发扬光大！”刘

涛说。

长寿沟生活垃圾处理场副场长常远:

弘扬奉献精神  让城市更洁净

“2008年，在部队服役期间我

担负了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安保

执勤工作，13年后我作为火炬手

参加了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

传递活动，短短的几十米，让我终

生难忘……”9月 11 日，在回顾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传递活

动（宝鸡市区站）时，第37棒火炬

手常远动情地对记者说。

常远在宝鸡市城市管理执

法局固废中心长寿沟生活垃圾

处理场任副场长，负责市区进场

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生产机械

的维护保养和生产管理。他不嫌

脏、不怕累，经常工作在垃圾处

理生产一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他放弃了春节与家人团聚，

坚持战斗在工作岗位上，科学合

理安排现场作业，加强消毒消

杀，保质保量完成了场区疫情防

控工作。近年来他因工作出色，

被评为陕西省岗位学雷锋标兵、

宝鸡市园林环卫标兵，获得了宝

鸡市五一劳动奖章。2021 年 6

月在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上，常远被授予“宝鸡市优秀共

产党员”荣誉称号。9 月 4 日上

午，他作为宝鸡市城市管理系统

推荐的优秀代表，高擎圣火，精

神抖擞地以跑步接力的方式，传

递“全民全运 同心同行”的全民

参与理念，顺利完成了火炬传递

任务。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发

扬能吃苦、能奉献、能战斗的优

良作风，为宝鸡发展作出新的贡

献。”常远用朴素的话语表达了

一名城管人的决心。

本报讯 日前，宝鸡市健康宝鸡建

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开展

2021 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活

动的通知》，宣布 2021 年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宣传月活动正式开启。

此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全民健

康 生 活 方 式 行 动 方 案（2017-2025

年）》和《关于持续推进“三减三健”专

项行动重点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深

入推进以“三减三健”（减盐、减油、减

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

为主题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通

知》指出，2021 年 9 月 1 日是第 15

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9 月为全

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开展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活动内容

包括紧密结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以

宣传月活动为契机，持续传播“一米

线”、勤洗手、戴口罩、公筷制等卫生

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健康意识；

普及“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

康体重、健康骨骼”知识，在 9 月的第

三周集中开展“9·15”减盐周宣传活

动，向公众传播“就要 5 克”减盐理念

和生活技巧，倡导“人人行动 全民控

盐”；将儿童青少年作为重点人群，结

合《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 )》

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和中小学生健康促

进行动，普及健康生活知识，广泛宣

传“饮食好、运动好、睡眠好”的健康

益处，引导儿童青少年争做新时代“三

好”少年。

《通知》要求，要将开展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作为落实当前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围绕宣

传主题，结合本地实际，广泛传播健康

知识，积极引导群众形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火炬手专访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

我市推进
三减三健专项行动

宝鸡卫健人在行动

护航十四运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巨侃采写）

医护人员对非封闭管理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