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武汉 7 月 20 日电（记者乐

文婉）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湖北将于今

年 9月至 12月，在全省 17 个地市州、

20 座城市开展“五个湖北”系列赛事，推

动体旅融合发展，提高全民身体素质。

记者从 20 日举行的湖北·大众山

水运动季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五个湖

北”系列赛事包含“骑遍湖北”自行车比

赛、“畅游湖北”公开水域游泳比赛、“攀

登湖北”名山登山比赛、“穿越湖北”汽

车自驾比赛、“酷滑湖北”滑雪比赛。每

项赛事均设有专业竞技组及全民健身

组，系列赛事将于 9月在武汉启动。

按照规划，未来 5 年“五个湖北”系

列赛事将在湖北全省范围内举办 40 场

分站赛。

本报讯 景冬梅 记者曹迎新报道

市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常态化疫情防控

宣传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疫情防控

宣传，不断提高群众疫情防控意识和能

力，增强群众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意愿，推

进群体免疫屏障早日建立。

为了加大疫情信息发布力度，从 5
月 15 日起，市卫生健康委根据各省市

卫健委门户网站发布的疫情信息和省

疫情防控总指挥部文件，于每日 15 点

发布国内最新中高风险地区的通报，

并根据国内疫情发展情况，及时发布

市疾控中心健康提醒，同时协调市委

宣传部，在市内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

媒体刊播，让群众第一时间掌握国内

疫情动态和我市疫情防控措施。6 月

以来，已经发布《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最新情况通报》40 多期，发布健康提

醒 7 个。

为了强化新闻媒体和线上宣传，普

及疫情防控知识，市卫健委通过《葫芦

岛日报》《葫芦岛晚报》健康（科普）专版

刊发疫情防控科普知识；邀请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疾病预防科科长周岩走进

市广播电台直播间，就百姓关心关注的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相关问题和知识回

答记者提问。葫芦岛广播电视台每日播

发健康提醒和省宣教中心制作的疫情

防控公益广告。据统计，6月份以来，葫

芦岛广播电视台电视两个频道、广播三

个频率共播出疫苗接种、勤洗手、勤通

风、勤消毒、少聚集、办公室防疫、会议

室防疫、公筷公勺等疫情防控公益广告

500 多条次。在委门户网站、健康葫芦

岛 - 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及全市医

疗卫生机构的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和电

子屏上开展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知识

普及百余条次。

在开展线下疫情防控宣传方面，通

过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站）宣传栏、宣传板及发放健康科

普宣传单、宣传册，张贴公益性广告，在

重要卫生主题纪念日义诊科普等形式开
展疫情防控宣传，引导群众养成戴口罩、

勤洗手、使用公勺公筷、与人保持一米线

等讲卫生的好习惯，提高群众自我防护

意识和防护能力，让健康科普成为群众

健康的最好防护衣。

市卫生健康委采取多种措施开展疫情防控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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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4000 年前的“奥运会”

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比赛国际象棋项目 21 日开赛

本报讯 王莹莹 记者曹迎新报道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为增强老年人保

健意识，进一步推进健康老龄化，普及

健康知识。7月 9日下午，市中心医院连

山院区老年医学科主任苗瑞新、护士长

马立茹带领科室医护人员一行 10 余

人，到兴工街道文兴社区开展“关爱老

年健康，深入社区服务”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吸引了很多老年人前来

咨询。医务人员为社区老人们测量血

压、血糖，提供健康咨询等，让大家能够

及时地了解自己身体状况，认识高血

压、高血糖对身体的危害。面对老人们

提出的问题，医护人员耐心解答，给出

科学合理的健康意见和建议。盛夏时

节，医护人员还不忘提醒老人们，高温

天气，要控制情绪，补充水分，保持正常

的饮食起居，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义

诊过程中，医护人员还发放 100 余册的

健康宣传手册。

义诊活动中，医护人员还现场为老

年人提供免费的老年综合评估(CGA)，

得到了现场老人的一致好评。老年综合

评估是现代老年医学的核心技术之一，

是筛查老年综合征的有效手段。发现问

题可以积极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提高

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此次活动，让老人们在家门口享受

到健康检查和方便问诊的机会，切身感

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怀。

本报讯 杨志利 记者曹迎新报道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当前，我市正

在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大规模接种，

加快构筑起人群免疫屏障。截至 7月 20

日 24 时，全市

累计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人数
为 1153274 人，

累计接种人次

数 为 2009997

人次，一剂次疫

苗 接 种 率 为

47.38%，无严重

不良反应发生。

根据当前疫
情防控需要，按

照国家、省疫苗

接种工作统一部

署，我市将分阶

段启动 12 至 17 岁未成年人群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工作。12至 17岁人群目前

只能接种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和北京科兴
中维公司生产的灭活疫苗，全程接种 2

剂次。

我市已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1153274 人、2009997 剂次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市疾控中

心承担着全市食品安全事故的现场流行

病学调查与处置，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

与预警工作，负责全市疾控系统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与评估组织与实施，人群合

理膳食指导及营养改善和促进等工作。

市疾控中心充分发挥疾控专业优势，积

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食品安全知识宣传。

组织、协调和配合相关部门，通过

“全民营养周”“学生营养日”“世界食品

安全日”“食品安全宣传周”等主题活动，

开展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宣传工作，提

高公众参与度，营造良好的社会共治氛

围。常年在“葫芦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官方微博发布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

相关文章，日浏览量超过2000人次。

近日，参加市食安办在大润发门前

举办的食品安全周启动仪式，围绕“尚俭

崇信，守护阳光下的盘中餐”主题，现场

展示宣传板 10 块，发放有关食品安全

宣传手册、合理膳食折页各 200 余份，

接待健康咨询群众 100余人次。讲解消

费者关心关注的问题，有效提升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实际行动向建

党 100周年献礼。

为全市各级各类学校主管卫生的校

长、校医、保健教师及学生家长举办网络

视频培训，讲解有关近视预防知识、学校

新冠疫情防控知识和学校食堂冷链食品

管理要求，受众约 1.5万人次。

市疾控中心还指导各县（市）区疾控

中心走进居民社区、中小学校、文化广场

等各类场所，宣传食源性疾病防控知识，

帮助居民树立合理膳食、营养健康理念。

发挥疾控专业优势 宣传食品安全知识

本报讯 吕红 记者曹迎新报道 市

卫生健康监督中心依据《关于切实持续

做好医疗机构“排查、整顿、规范”专项

行动工作的通知》及《关于开展医疗机

构疫情防控“规范诊疗 蓝军行动”督查

的通知》要求，把“排查、整顿、规范”专

项行动和“规范诊疗 蓝军行动”作为头

等大事来抓，深入细致地开展各项疫情

防控工作。

为落实落细专项行动要求，中心成

立了专项工作领导组，下设 7个县（市）

区工作小组，并按照小组分工有计划有

步骤地（每周暗访督查一个县区）的开展

暗访督查。专项工作小组龙港组、连山组

近日分别出动，以暗访督查的形式抽查

了 20 家医疗卫生机构，其中医院 4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6 家、乡卫生院

1家、诊所 8家、门诊部 1家。

工作组对被检医疗卫生机构的预检
分诊制度、首诊负责制落实情况、重点人

员闭环管理、院感管理、医疗废物等防控

工作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并结合基层

医疗机构复诊审查工作对机构签署疫情

防控承诺书情况进行了检查。

专项行动小组对存在问题的 17 家

医疗机构下达了立即整改意见，并要求

县区卫生健康监督中心针对问题进行跟
踪监督检查，将整改情况上报市卫生健

康监督中心，市中心将组织“回头看”，督

导后续整改落实情况。

市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开展“规范诊疗 蓝军行动”专项行动

本报讯 裘欣 记者曹迎新报道 近

年来，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
趋势，为进一步普及预防近视知识，做

好小学生近视防控工作，6 月 22 日，兴

城市疾控中心邀兴城市人民医院的主

任医师魏学芬深入南一小学，为五年级

100多名师生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眼部健

康知识讲座。

魏学芬从眼睛的重要性、近视形成

的原因、类型、以及预防措施等几个方

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并强调，小朋

友们在学习中要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

平时要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少吃甜食，

更重要的是避免过早“触屏”，尽量少用

电子产品等。如果出现看不清的情况，

应该及时前往正规医院检查，在排除假

性近视后，再进行医学验光配镜。

此次讲座不仅帮助学生们正确认

识自己的眼睛，还进一步提高了学生主

动保护视力的意识，督促他们养成良好

的用眼卫生习惯，受到在场师生的热烈

欢迎。

关爱儿童眼健康 近视防控进校园

■ 新华社记者 丁铭 王春燕 魏婧
宇 张晟

奔跑、投掷、射箭、骑马……在已有

数千年历史的岩画上。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

推迟一年举行。也是因为疫情影响，大多

数奥运场馆将在无观众状态下办赛。

尽管有疫情，但人类追求“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决心和意志未曾

改变。这种镌刻在人类精神上的“基因”，

使我们进化，使我们超越自我。

所以，东京奥运会虽晚必至。而

4000多年前阴山岩画上的“奥运会”，也

许能让我们追溯到运动“基因”的源头。

定格力与美的岩画

这是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一名

球员带球冲刺，三名球员赶来包夹防守，

进攻球员带球高高跃起，惊险地完成了

突围。

我们听不到赛场上的欢呼，但比赛

的场景却被定格了数千年。

这场“足球”比赛在阴山深处“进

行”，赛场是一块黑色的岩石，远古先民

在岩石上雕刻出的线条活灵活现地展现

出踢球者的神韵，观众除了刻在岩石上

的两位骑者，还有来自千年后的我们。

“这幅‘蹴鞠’岩画的作画时代大约

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距

今至少 4000 年。”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

院研究员赵占魁说，他们踢的球是什么

做的、比赛是否有球门、怎么才能算胜

负，目前还无从考证，但从岩画中能感受

到这项运动在当时很受欢迎，还吸引了

观众观看。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阴山山脉中，

散落着 150 多个岩画分布群，现存岩画

5 万余幅，是世界上最大的岩画宝库之

一。在这条“千里画廊”中，有许多展现运

动场景的岩画，令人对体育运动的起源

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与想象。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狼山西段的一

块屋檐形巨石上，一支浩浩荡荡的骑队

穿越时空向我们走来。队伍中有人骑

马，有人骑骆驼，多数向画面左侧前进，

只有两个人骑马向画面右侧行进，似乎

正在进行一场马术表演赛。画面右上角

还有一名骑者，不是骑在马上，而是用

四肢撑在马背上，仿佛在进行高难度体

操表演。

中国岩画学会会长王建平说：“岩画

是人类最古老的‘语言’，记录着远古先

民对自身和世界的思考。而运动是岩画

中常见的主题，一些运动的起源之谜，也

许就被封存在岩画中。”

阿尔泰山之南的新疆阿勒泰市的一
处岩画上，几个小人弯腰屈膝、脚蹬滑雪

板，这是目前所见人类最早的滑雪姿态，

距今已有 1.2 万年。岩画揭开了阿尔泰

山区滑雪的“前世”，阿勒泰也被称为“人

类滑雪起源地”。

岩画与体育、与奥运会的缘分不止

于此。位于广西崇左市的花山岩画，不仅

是我国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还

作为一幅精美画卷，在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开幕式表演中展示在世人面前。赭

红颜料绘制的花山岩画上，能看到栩栩

如生的武术、舞蹈、划船等运动场景。

如今又到一个奥运年，岩画上的运

动会穿越千年，再一次传递出对力与美

的致敬。

运动的力量跨越时空

我们为什么运动？

绘制岩画的那些悠悠岁月里，先民

们为了生存而运动。当他们有了充足食

物、有了更多工具、有了闲暇时间，他们

要跑得更快，追上更多的大角鹿；他们要

跳得更高，越过障碍去向远方；他们要变

得更强，不输给山那边的家伙！

我们为什么运动？

千年斗转星移，如今我们运动，为了

挑战自我，为了挑战极限，为了探寻人类

的更多可能。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男子百

米跑最快11.8 秒。

1968 年，人类百米跑首次突破 10

秒大关。

此后的 50 多年里，9 秒 92、9 秒
86、9秒 79……一代又一代“飞人”不断

挑战极限，并将这一成绩暂时定格在 9

秒 58。

谁还能更进一步？我们能否跑得更

快？没人知道答案，但挑战仍在继续。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

林匹克格言不仅激励着运动员们不断进

取、超越自我，也鼓舞着许多普通人不畏

艰险、克服困难、勇往直前。

奥运圣火是黑暗隧道尽头的光
亮———过去一年多，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的这句话令无数体育人备受鼓舞。

在谈及因疫情而推迟一年举办的东

京奥运会时，巴赫希望这届注定载入史

册的奥运会“可以成为希望、乐观、团结

和将我们所有多样性融汇在一起的伟大

象征”。

正如《奥林匹克宪章》开篇所说，“体

育是一种生活的哲学”，东京奥运会的

“暂停键”和“重启键”改写了许多人的人

生轨迹，也书写了许多新的故事。

不论民族，不论国度，不分年龄，

不分性别，运动所展现出来的人类最

原始的力量与强大、技巧与灵思、舒

展与优雅，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

消失，而是在人类的进化中，变得更

加强大。

抚摸着岩石上略显幼稚的刻痕，注

视着博物馆中沉默无声的图案，思绪随

岩画一起回到远古……

掷出一支标枪，也许是为了射中奔

跑远去的野兽，换一顿果腹的餐食；也许

是为了阻挡扑来的猛兽，换取片刻的喘

息……

跨上一匹野马，驯服它，骑着它奔向

更远的远方，追逐曾经难以企及的猎物，

触摸难以捕捉的风的影子，心也跟着一

起飞翔……

沧海桑田，岩画终会消失，但运动在

继续，奥林匹克精神依然延续……

隧道尽头，终见光亮。

（新华社呼和浩特 7月 21日电）

新华社合肥 7 月 20 日电（记者

陈诺）7 月 20 日是世界国际象棋日，

记者当日从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比

赛国际象棋项目赛前媒体通气会上
了解到，国际象棋项目赛事将于 21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开赛。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的 200 余位运动员将参与

男子、女子个人公开组等 6 个组别的

角逐，现役女子世界冠军居文君等 9

位国际特级大师将同台竞技。

据介绍，本次比赛共分男子、女

子个人公开组，男子、女子团体业余

组，男子、女子个人业余组 6 个组

别。赛事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预

赛开赛时间为 7 月 21 日，赛期 3
天；决赛开赛时间为 7 月 26 日。通

过七轮预赛决出各组前八名，他们将

和已经获得决赛资格的运动员进入

决赛。

“为了使决赛更加精彩，决赛采

用每组先以伯格制单循环赛制排出

名次，各组前四名再通过淘汰赛制

决出 1 至 4 名。”国家体育总局棋牌

运动管理中心国际象棋部副主任许

昱华透露，男子个人业余组和女子

个人业余组采用每方 15 分钟，每步

棋加 10 秒的时限，每局棋时长大约

在 1 小时。其余四个组别采用每方

25 分钟，每步棋加 10 秒的时限，每

局棋时长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

此次比赛，明星棋手的参赛将成

为一大亮点。女子世界冠军居文君、

女子世界排名第一的侯逸凡、男子世

界排名第三的丁立人等 9 位国际特

级大师将出现在个人公开组。

本次赛事承委会办公室主任、合

肥市体育局副局长陆志勇告诉记者，

合肥同时获得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

比赛国际象棋、象棋、围棋三个项目

的承办权，成为除东道主西安市以

外，承办“十四运”项目最多的地方，

“目前大赛各项工作经过统筹谋划，

周密安排，已基本准备就绪。”陆志

勇说。
7 月 19 日，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马龙

在东京体育馆进行赛前训练，备战东京
奥运会。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湖北：系列赛事将开启大众山水运动季

新华社东京 7月 20 日电（记者周

欣 王沁鸥）20 日，国际奥委会第 138

次全会一致通过，滑雪登山运动成为

2026 年米兰 - 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季奥
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中国登山协会攀岩

部主任、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国际裁判

厉国伟表示：“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滑

雪登山运动员和裁判出现在国际赛场

上。滑雪登山也必将吸引更多的青少年

积极参与这项运动。”

国际裁判苏菲说：“期待这个充满速

度与激情的项目带来的精彩演绎! 更希望
届时有中国选手的身影出现在赛场上！”

滑雪登山国家青年队教练张娜说：

“滑雪登山这项运动在中国兴起十几

年，终于迎来了新的曙光，此时我的内

心无比激动，希望在冬奥会赛场上看到

中国运动健儿争金夺银的身影！”

国家青年队教练金煜博表示：“这

燃起了我的斗志！希望我和我的学生都

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机会，奥运赛场是

体育人的天堂！”

在 2020 年洛桑冬青奥会上获得女

子短距离和越野赛两个第四名的索朗

曲珍非常激动：“真是难以置信，我梦寐

以求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我用汗水

浇灌着整片雪场，等的就是为国争光的

那一天！接下来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

己，努力刻苦训练。”

滑雪登山是 1924 年首届冬奥会正
式项目，如今再度回归。对此，中国登山

协会新项目部赛事总监、国际裁判张耀

华说：“滑雪登山项目重回冬奥大家庭，

给这个项目在国内发展带来新希望的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2026

中国队加油！”

入奥了！中国滑雪登山喜迎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