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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6 日下午，四川省第十四届
运动会（以下简称“第十四届省运会”）
闭幕式在乐山举行。省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郑莉出席闭幕式，为获得比赛
成绩榜前八名的代表团代表颁奖，并
宣布第十四届省运会闭幕。

第十四届省运会共设置青少年
体育项目、群众体育项目 2 大类 49
个大项，吸引 2.6 万余人参与，赛事
规模、项目设置、参赛人数均创历届
之最。目前，本届省运会已安全顺利
完成 43个大项比赛，赛事决出 949 枚
金牌，青少年体育项目田径项目 13
个市（州）18 人 32 次破 14 项赛会纪
录。

坚持“人民至上”的办赛理念，本届
省运会项目设置更全。其中，青少年项
目较上届增加5个大项，群众体育项目
较上届增加8个大项，参赛年龄放宽到
18至70周岁。

奖项设置上，青少年体育项目设置
了比赛成绩榜、竞技体育贡献奖、体教
融合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一榜三
奖”，旨在通过多榜单排名比拼，更加科
学、客观、全面地评价全省各地体育发
展综合水平。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菲，副省
长、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罗
强，省政协副主席杜和平出席闭幕式，

并分别为获得竞技体育贡献奖、体教融
合贡献奖、体育道德风尚奖的代表团代
表颁奖。

闭幕式上，广安、内江、宜宾接过
了四川省运动会会旗。四川省第十五
届运动会将于 2026 年在广安、内江、

宜宾举办。第十五届省运会开幕式将
在广安举行。

（据川观新闻）

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闭幕
第十五届省运会将于2026年在广安内江宜宾举办

闭幕式现场 记者 龚启文 摄

激情省运，多彩乐山。8月16日，在
欢乐的海洋里，在澎湃的激情中，在难
舍的告别下，备受瞩目的四川省第十四
届运动会落下帷幕。

这是一届“安全、精彩、圆满”的盛
会，这是一届朝向“更快、更高、更强、更
团结”的盛会，这是一届全省人民携手
逐梦、共享欢愉的盛会。来自全省各地
的体育健儿齐聚乐山，在比赛中挥洒汗
水、在拼搏中点燃激情、在协同中增进
友谊，共享奥林匹克的光荣与梦想。

49 个竞赛项目、2 万余名运动员、
3000 多枚奖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本届运动会夺得了运动成绩和道
德风尚双丰收，充分凸显了战胜疫情
反复冲击、办赛规模空前、盛夏高温酷
暑“三大挑战”，实现赛会成绩、绿色低

碳、安全办赛“三大突破”的鲜明特点，
向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交出了一
份合格答卷。乐山用实际行动兑现了
庄严承诺，在给运动健儿创造了更多
实现梦想机会的同时，也必将进一步
提升全市乃至全省竞技体育综合实
力，带动全民健身热潮，推动体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

本届省运会的成功举办，展示了乐
山的新风貌。省运会既是竞技体育比拼
的赛场，也是弘扬体育精神的舞台。运
动场上，健儿们驰骋赛场，奋勇争先，刷
新了一项又一项纪录，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佳绩，展示了巴蜀儿女奋发有为、昂
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运动场外，乐山把
承办省运会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紧密结
合，用周到的服务、完善的设施、优美的
环境，全面展示了一座城市应有的内涵
与品质。

本届省运会的举办，带给了乐山新
机遇。办好本届省运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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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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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推
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一批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覆盖城乡的体育设施，
高标准新建改建28座体育场馆，丰富了
城市功能、提升了城市形象。

本届省运会的举办，赋予了乐山新
动能。本届省运会是在喜迎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之际，我省举办的一场大型综
合性体育盛会，也是乐山有史以来承办
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重
大体育赛事。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的重要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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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起团结一心、拼搏奋进的强大
精神力量，为推动乐山高质量发展积蓄
了强大动能。

赛事有期，逐梦不息。本届省运会，
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拼搏奋进的故事，在
嘉州大地奏响了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
进行曲。我们坚信，省运会激发的自强
不息、拼搏实干、团结协作、不断超越的
奋进意志，必将成为乐山人民最为宝贵
的精神财富，汇聚起“乐山动起来”的强
大力量！

让我们以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胜
利闭幕为新的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切
实把承办省运会焕发出的巨大激情、热
情和豪情，转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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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动能，奋
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精彩永不落幕 嘉州逐梦不息
——热烈祝贺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圆满成功

从盛夏的草木葳蕤，到初秋的稻香满
溢，一场见证力与美的盛会落下帷幕。8
月16日下午，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闭
幕式在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举行。

来自巴蜀大地的运动员、裁判员、教
练员及四方宾朋再度欢聚一堂。此刻，欢
呼与掌声齐鸣，汗水与泪水交织，兴奋、感
动、遗憾，所有情感在会场交融，形成一股
强烈的精神共鸣——矢志追求“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随着轻快的旋律响起，本届省运会
会歌《青春的赛场》再次在会场唱响。
比赛的精彩瞬间在屏幕闪现，运动员代
表在热烈的掌声中入场。

这是一个无比炙热的夏天，在49个
竞赛项目中，2万余名运动员在青春赛
场留下拼搏的身影，3000多枚奖牌见证
了一次次自我超越。

他们当中，有连续两次打破省运会
纪录的男子400米栏田径运动员王泓
鉴，有一家三口参与省运会比赛的“体
育之家”王星家庭，有年仅6岁就夺得

体操男子全能冠军的小小运动员陈奎
亦……在青春追逐的运动赛场，体育健
儿们大显身手、共争荣光，展示速度与
激情，展示拼搏与力量。我们为运动员
的努力喝彩，为运动纪录的刷新振奋，
被竞技体育的精神鼓舞。

“这是今年最重要的比赛，也是难得
的学习交流机会，最后能取得满意的收
获，四年艰苦训练没有白费！”今年14岁
的王辰天，是成都代表团的游泳运动
员，斩获男子100米仰泳金牌等多个奖
牌。在他看来，此次盛会传递的体育精
神，将继续鼓舞他努力拼搏、勇攀体育
更高峰。

“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运会。”铿锵誓
言，一城践诺。1500多个日日夜夜，从
用心筹备到精彩呈现，350万嘉州儿女
勠力同心、无私奉献，用真情、真诚、真
干，生动诠释了“激情省运、多彩乐山”。

稳定可靠的后勤保障、有力有序
的赛事组织、默默坚守的医护团队、高
质高效的交通运输、细致周到的志愿
服务……乐山人民以真挚情怀和无限热
情践行承诺，为全省人民呈现了一场安

全、精彩、圆满的省运会，交上了一份满
载收获的“金秋答卷”。

“天气炎热，辛苦确实辛苦，但很有
意义！”过去两个月里，成都理工大学工
程技术学院的志愿者顾偲华和大家一起
坚守在场馆，他说，省运会的成功举办
离不开各个岗位的幕后付出，“能在锻
炼自己的同时展现乐山形象，为办好省
运会作出贡献，值得！”

运动健儿聚嘉州，青衣江畔竞风
流。来自全省各地的24个代表团，克服
高温、疫情等带来的严峻挑战，圆满完
成各项参赛任务，以拼搏、团结、友谊，
创造了无数难忘的省运会瞬间，共同成
就了这一届精彩的盛会。

会旗交接，开启精彩下一程。四年
之后，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的旗帜将
在广安、内江、宜宾高高飘扬。三市携
手同办盛会，我们共同期许一个属于四

川体育的崭新未来。
省运会“乐山时间”结束了，体育强

市的乐山愿景正在一步步走进现实。全
民健身的热潮如火如荼，乐山“体育+”
发展蒸蒸日上，借助省运会契机，发挥

“赛事效应”，乐山坚定不移向体育强市
目标阔步前进。

本届省运会是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
下，全省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体育赛
事。疫情挑战下，这场体育盛会的如期
举办，不仅展现了乐山上下攻坚克难的
能力担当，更激发了嘉州儿女面向未来
奋力拼搏的信心决心。

当前，这种“拼”的精神，正蔓延到赛
场外，激励全市上下为加快提升乐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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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懈努
力，奋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乐
山的新征程中“争金夺银”。

拼搏向未来
——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闭幕式侧记

社 论

本报讯（记者 张清）露营、垂
钓、水上游乐……连日来，犍为县
各景区景点推出的系列新玩法吸
引了不少游客前往体验。

今夏，世界茉莉博览园新推出
了星空帐篷音乐节等游乐项目。
在园内的茉莉山屿钓场，肥硕的鱼
儿随着游客手中的钓竿跃出水面，
水花飞溅，形成一幅怡人的垂钓风
景画。值得一提的是，鲜活肥美的

“渔获”，可以通过园内茉莉山屿营
地的帐篷火锅加工成可口的美
食。夜晚来临，三五好友相聚，吃
着烧烤喝着啤酒，看夜空中的繁星
点点，沉浸式享受大自然的静谧与
美好。

暑假期间，嘉阳·桫椤湖旅游
景区的嘉阳·科普乐园推出了夏季
系列优惠活动。该乐园不仅有无
边泳池、儿童嬉水区、滑梯区等多

种水上体验项目，还有岸边的遮阳
棚可供小憩，现场还提供冷饮、小
吃，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多元化
需求。“高温天气加上暑假，到访科
普乐园的大多数游客是亲子游群
体，人气最高的是儿童嬉水区的各
类玩水设备。”景区工作人员靳宇
介绍：“7月以来，科普乐园到访游
客量达到4300多人。”

“结合暑期旅游及省运会在乐
举办的契机，犍为还推出了‘盛会
梦想 音你而唱’歌手大赛、邓坝荷
花节等系列文旅活动，县内各景区
陆续推出旅游新品和优惠政策，提
振复苏文化旅游市场。”犍为县文
体旅游局局长彭丽介绍。据了解，
犍为县还开展了“来大美犍为趣游
一夏”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发
放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活全县文
化旅游消费市场。

解锁新玩法
犍为提振复苏文旅市场

本报讯（记者 付小惠 张清）昨
（16）日下午，市委书记马波，市委
副书记、市长陈光浩分别前往高铁
站、高速公路进出站口和景区服务
点，调研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
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为他
们送去清凉消暑慰问品，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他们表示崇高敬意、
致以诚挚问候。

马波先后来到高铁乐山站、
成乐高速乐山进出站口和乐山大
佛景区，实地察看交通站口“入川
即检”、重点风险地区来（返）乐人
员排查管控和旅游“心连心”服务
情况，与街道社区干部、医务人
员、公安干警、路政人员、志愿者
和高铁站、景区工作人员等一线
人员一一握手，详细了解人员配
备、值班安排、防暑降温物资保障
等情况，叮嘱他们注意防暑降温，
保护好身体。“大家辛苦了！”马波
说，连晴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工
作者不怕困难、守岗守责，战高
温、斗酷暑，为筑牢疫情防控屏
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付出辛勤努力，令人感动、
心生敬意，大家很不简单、很了不
起，个个都是好样的！

马波在慰问中指出，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压力仍然较大，绝不能

掉以轻心、有丝毫松懈。希望广
大一线工作人员发扬连续作战优
良作风，继续坚守岗位，认真履职
尽责，依照标准规程，从严从实落
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耐心细
致做好“入川即检”“来乐即检”和
旅游“心连心”服务工作。希望大
家加强自我防护，做好防暑降温，
注重劳逸结合，以健康的体魄、良
好的心态、严谨的操作，把关口守
好守牢。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
重视对一线人员的关心关爱，广
泛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把生
活保障做到位、安全保障做到位、
人文关怀做到位、轮班休整做到
位。

陈光浩前往成乐高速乐山北、
乐宜高速乐山南、乐山绕城高速全
福等进出站口看望慰问“入川即
检”一线工作人员。他说，连日
来，晴热高温天气持续，大家不畏
艰难、坚守岗位，以坚韧的毅力、
无私的情怀积极投身疫情防控最
前沿，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希
望大家注意自身安全，加强个人
防护和防暑降温，以良好的战斗
状态把“入川即检”“来乐即检”各
项工作做好，全力以赴守牢守好

“外防输入”防线。
市领导雷建新、张德平，市中

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马波陈光浩看望慰问
高温下坚守一线防疫工作人员

本报讯（记者 付小惠）昨（16）
日下午，市委书记马波，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光浩看望慰问四川省第
十四届运动会工作人员，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致以崇高敬意。市委副书记蒋刚
参加看望慰问。

在省运会闭幕式会场外，马
波、陈光浩等与组委会人员、体育
工作者、志愿者、新闻工作者、医务
人员、安保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和
消防队员等一线工作人员代表一
一握手、亲切交谈。“‘当好东道主、
办好省运会’是乐山向全省人民作
出的庄严承诺。”马波说，在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人民
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全体工作人员
的辛勤付出，高标准高质量做好了
场馆设施建设、开闭幕式筹办、赛
事组织、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呈
献了一场安全、精彩、圆满的“体育

盛宴”，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
誉和参赛人员的一致好评。实践
充分证明，乐山人民了不起、乐山
各级班子能打硬仗、乐山广大干部
群众有精气神。

马波在慰问中指出，全市上
下要以成功举办省运会为契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
视察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坚持讲政治、抓发展、
惠民生、保安全，按照市委、市政
府工作安排，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踏踏实实把乐山的事情办得
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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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奋
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贡献更大
乐山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领导宋秋参加。

马波陈光浩看望慰问
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工作人员

蒋刚参加看望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