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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四川
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隆重开幕！

四川日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立东 李淼 薛剑）8月8日晚，四川
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在乐山市奥林匹克
中心开幕。省委书记王晓晖出席开幕
式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黄
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刘国永出席开
幕式并分别致辞。

当晚的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灯光璀
璨、气氛热烈。20时08分，1500架无人
机在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上空进行倒
计时表演，精彩图案绽放。在全场观众
倒数计时的欢呼声中，四川省第十四届
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

随后，伴着《歌唱祖国》的昂扬旋
律，仪仗队员护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
步走入体育场。紧随五星红旗入场的
是四川省运动会会旗和四川省第十四
届运动会会旗。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
依次入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
们表示欢迎。入场式后，全场起立，高
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
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
风飘扬。

黄强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各位嘉
宾表示欢迎，向国家体育总局、筹办省
运会的建设者工作者和关心支持省运

会的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省委、
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体育工作纳入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体育强省建设
迈出新步伐。本届省运会是展示我省
体育事业发展成就的盛会，也是充分展
现巴蜀儿女精神风貌的盛会。希望广
大体育健儿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相
互尊重、彼此激励、突破极限，在比赛中
践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
匹克格言，在体育交流中深化友谊、携
手共进。组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要精
心组织、热情服务，有序抓好疫情防控
和赛事举办，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
的“运动盛宴”。全省上下要发扬永不
放弃、勇攀高峰的坚韧品格，以“拼”的
精神、“闯”的劲头、“创”的勇气，奋力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中“争金夺
银”、再创辉煌。

刘国永代表国家体育总局，对四川
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的开幕表示热烈祝
贺。他说，近年来，在四川省委、省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四川体育事业和全民健
身运动蓬勃发展，体育基础设施不断加
强，竞技体育水平明显提高，国际品牌
赛事影响广泛，体育产业迸发新的生机

和活力。衷心希望四川以本届省运会
为新起点，按照《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和
国家“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要求，加快
构建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
体制机制，大力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
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为加快建设体
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希望全体
运动员继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
体育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友
谊；希望各位裁判员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竞赛原则，文明裁判、公正裁
判；希望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职、周到
服务，共同把本届省运会办成一届安
全、简约、精彩的盛会。

20时45分，王晓晖宣布：四川省第
十四届运动会开幕。乐山市奥林匹克
中心响起热烈掌声和欢呼声。随着本
届省运会会歌的嘹亮奏响，省运会会旗
和本届省运会会旗缓缓升起。运动员、
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

随后，文体展演《乐山乐水 乐运无
限》拉开帷幕。整个演出由《花开乐土》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同心乐梦》4个
篇章组成，借助多媒体技术和声光电手
段，生动展现了运动健儿朝气蓬勃、奋勇
争先的活力，展示了全省上下万众一心、
逐梦前行的风貌，表达了四川人民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新的征程上
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的信心决心。

演出结束后，激动人心的点火仪式
正式开始。万众瞩目下，开幕式火炬入
场，经中国女子曲棍球队队长彭杨、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的代表
性传承人王超、花样游泳选手杨婧怿、
女子摔跤选手谢梦雨等4位火炬手接力
传递，最后由在第十四届全运会上获得
3枚金牌的运动员杨磊点燃本届省运会
的主火炬。

21时 20分许，开幕式在本届省运
会主题曲《祖国，呼唤您的名字》掀起的
热烈氛围中圆满结束。

开幕式前，王晓晖、黄强等在乐山会
见了全省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代表，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
神，立足岗位、再接再厉，为四川加快建
设体育强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领导陈炜、郑莉、王菲、胡云、曲
木史哈，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有关
方面代表参加。副省长罗强主持开幕
式，乐山市委书记马波致欢迎辞。

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16日闭幕，共
有24个代表团、2万余名运动健儿参加
青少年体育项目和群众体育项目2个大
类49个竞赛大项。

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在乐山开幕
王晓晖宣布开幕黄强刘国永致辞

嘉州大地活力澎湃，运动健儿激情飞
扬。在火热的八月，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在乐山隆重开幕。乐山将承办省运会作为
展现城市形象和文化底蕴的窗口平台，积极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提升乐
山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建设“中国绿色
硅谷”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的难得机遇。
办好本届省运会将对带动群众体育发展，增
强人民体质、推进体育强市建设贡献更大力
量。

体育强则国家强，国家强则体育强。近
年来，在广大教练员的悉心指导和体育工作
者的共同努力下，乐山体育健儿刻苦训练、
顽强拼搏，先后在东京奥运会和第十四届全
运会等赛场上屡创佳绩，为国家赢得荣誉，
为四川和家乡增添光彩，展现出深厚的家国
情怀、家园意识、家人心理。大家用实际行
动证明，乐山人民了不起、乐山体育健儿了
不起。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我省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是
发掘、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演练场，更
是集中展示四川“体育强省”建设丰硕成果
的大舞台。接续奥运荣光，激扬时代精神，
本届省运会定能更好展示我省体育事业发
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书写新时代体育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体育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本届省运会的主题口号为“激情省
运 多彩乐山”，在展示运动健儿拼搏风采的
同时，积极推广全民健身活动，普及科学健
身和健康生活知识，带动更多人参与体育锻
炼。群众体育项目增设国际象棋、传统武术
等8个地方特色项目，吸引了全省各地群众
参加，生动展示了健康快乐、乐观进取的美
好生活景象。各地群众参与省运、融入省
运、共享省运，在参与运动的同时展示了乐
山各地的人文风景、美食美景，进一步营造
了全民健身的社会氛围，促进了“体育+旅
游”的深度融合发展，推动了健康四川、健康
乐山建设。

办好本届省运会，是省委、省政府交给乐山的一项重大任务，是
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体育综合实力的一次集中检阅。市委、
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重要部署，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精益求精扎实做好各项筹办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和
全市人民一盘棋一条心一股劲，争当热情周到的东道主、乐山发展的
宣传员、文明风尚的示范员、奉献省运会的服务员，全力做好各项服
务保障工作，让全体嘉宾、运动员和教练员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各
赛事承办单位发扬连续作战、实干担当的工作作风，担责任、鼓干劲，
以更高标准、更强举措、更快节奏，切实把本届省运会办成树好形象、
提振精神、富有特色、推动发展的盛会，向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交
出一份合格答卷。

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希望各代表团运动健儿们发扬奥林
匹克精神，保持昂扬斗志、坚定必胜信念，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
责任担当和“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拼搏精神，努力展现巴蜀儿女奋发
向上的精神面貌和时代风采，在体育强省建设中再立新功。

预祝第十四届省运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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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小惠）昨（8）
日晚，受市委书记马波和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光浩委托，市委副书记
蒋刚看望慰问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工作人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参
加开幕式演出的演职人员，以及参
与筹办省运会的一线工作人员表
示衷心感谢、致以崇高敬意。副市
长邓华、张德平、宋秋参加。

“大家辛苦了！”蒋刚在乐山市
奥林匹克中心各区域看望慰问演
职人员、安保人员、志愿者和组委
会办公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充
分肯定大家为省运会举办付出的
辛勤劳动和取得的工作成效。蒋
刚说，承办省运会，是省委、省政府
交给乐山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有
力行动。大家牢记使命、履职尽
责，夜以继日、连续奋战，用心认真
尽责做好各项工作，确保了省运会
开幕式顺利开幕、精彩呈现，向各

地宾朋展现了乐山乐水的多彩魅
力和嘉州儿女的无限风采。蒋刚
勉励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实
干担当的作风，坚守阵地、保持斗
志，按照精细、精心、精准的要求，
全身心投入服务、全方位加强保
障，以优质高效服务呈现一届安
全、简约、精彩的体育盛会。

蒋刚强调，全市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细
之又细、实之又实继续做好疫情防
控、安保、网络、消防、食品安全和
赛事组织等各项工作，一盘棋一条
心一股劲，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运
会，向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交
出一份合格答卷。要注重宣传引
导，积极发掘报道一线先进典型，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先进
精神、奋进担当作为，以更加昂扬
的姿态为乐山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更多力量。

蒋刚看望慰问
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工作人员

社 论

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四川省第十四
届运动会开幕式昨（8）日在乐山市奥林匹
克中心举行，令人瞩目的点火仪式前播放
的“金顶取火”短片再现震撼一幕：“乐山
造”晶硅光伏片将峨眉山金顶的第一缕阳
光转化为电，继而产生火种，点燃火炬。光、
电、火的“碰撞”，为开幕式增彩，也见证了
乐山“中国绿色硅谷”建设的亮眼果实。

据省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白晓旭介绍，
工作团队用了3天时间，在峨眉山金顶等
待第一缕阳光。短片捕捉到的画面是凌
晨4点拍摄，当第一缕阳光洒向金顶，“乐
山造”晶硅光伏片吸收光能，将光能转化
成电能，电流相激、火光四溅，产生火种、
点燃火炬，并在乐山标志性地点进行传
递，最终来到省运会的主会场——乐山市
奥林匹克中心。

短片中呈现的取火方式，体现了一种
绿色环保的概念，也展现了乐山晶硅光伏
产业的成果。近年来，我市坚决扛起省
委、省政府赋予乐山建设“中国绿色硅谷”
的使命，实施晶硅光伏产业“头号工程”，
打造全球晶硅光伏产业投资首选地，努力
建成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乐山添动力。

乐山“中国绿色硅谷”为点火添“绿”

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特别报道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特别报道

杨磊点燃主火炬 记者 龚启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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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共享体育盛会
——四川省第十四届

运动会开幕式侧记

激情省运多彩乐山
——四川省第十四届

运动会开幕式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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