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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西安 9 月 14 日电（记者姜辰蓉、
李华）9 月 15 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在
陕西西安开幕。三秦大地，这个人们印象里植
被稀少、黄土飞扬的地方，通过持续多年的造
林绿化和生态修复，早已颠覆人们的历史印
象，正以“绿肥黄瘦”的新面貌迎接这一体育
盛会。

绿色延安“映”圣火

　　 7 月 17 日，革命圣地延安迎来全运圣
火。这座曾向全国“撒”下革命火种、又迎来体
育圣火的城市，早已热潮涌动。这座曾被联合
国粮农组织专家断言“不具备人类生存基本
条件”的城市，如今满目苍翠，迎来绿色希望。
　　陕西省延安市地处黄土高原，曾是水土
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1999 年，国家启
动退耕还林政策，黄土高原开启蝶变之旅。
20 年时光荏苒，凭着对绿色的执着追求，延
安人克服山大沟深、干旱缺水等困难，把树木
种满了山坡。
　　如今漫步在延安的树林中，时常会发现
同一片林子中的树木高低错落，粗细不一。一
心想把村子周围光秃秃的山都变成林海，延
安市吴起县南沟村村民闫志雄的梦想变成了
现实。“现在全是绿色。从这里望得见的这些
山，都是我们村里的。山上的林子，都是我们
村民一棵一棵栽起来的。”
　　青山拱卫，宝塔巍巍。在圣火燃起的广场
上，人们打起腰鼓，震天的声响、欢快的步伐，
满盈着对全运盛会的期盼。四周层林叠翠，风
沙俱净。
　　经过 20 年不懈努力，延安完成退耕还
林面积 1077.5 万亩。遥感监测显示，实施退
耕还林以来，延安的植被覆盖度由 2000 年
的 46% 提高到 2018 年的 81.3%，森林覆盖
率由 33.5% 提高到 52.5%，革命圣地延安发
生了一场由黄到绿的巨大而深刻的转变。

治沙“火炬”代代传

　　 8 月 24 日，“七一勋章”获得者、治沙英
雄石光银在陕西榆林市接过十四运会和残特
奥会的火炬，成为圣火在榆林传递的第一棒
火炬手。
　　榆林市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是陕西省
最北的地级市。历史上曾被无尽的风沙困扰，
粮田被埋、房屋被压，许多人流离失所。
　　为改变当地生态，在党中央、国务院支持

下，1950 年 4 月陕西省政府制定了“营造陕北
防沙林带”的规划，随后允许承包国营和集体
的荒沙、荒坡地。一时间，涌现出不少千亩、万
亩的个人承包造林治沙大户。坚持与荒沙碱滩
不屈抗争四十多年的石光银，正是其中一员。
　　从治沙“旗手”到全运会“火炬手”，高擎
火炬的石光银，再次迎来人生的荣耀时刻。

“我从事了一辈子治沙工作，现在陕北的治沙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用
辛劳换来的。我作为一名火炬手感到很光荣，
未来会继续用防沙治沙的决心，让榆林的山
更绿、水更清。”他说。
　　毛乌素沙漠南缘“人进沙退”，一代代治
沙英雄功不可没。如今，行走在“驼城”榆林，
明沙已经难觅踪影。860 万亩流沙全部得到
固定和半固定，森林覆盖率从 0.9% 提高到
如今的 34.8%，陕西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

“拴牢”流动沙地的省份，创出绿色奇迹。

“秦岭四宝”送吉祥

　　徜徉在西安街头，第十四届全运会吉祥
物活泼灵动的卡通形象随处可见，喜迎八方
来客。吉祥物“朱朱”“熊熊”“羚羚”和“金金”，
以陕西独有的“秦岭四宝”为创意原型。
　　“秦岭四宝”是生活在秦岭中的朱鹮、大
熊猫、金丝猴和羚牛这四种珍稀动物。秦岭有

“世界生物基因库”之称，这里是 2000 多种
野生植物和 4000 多种动物栖息的家园。随
着陕西全省生态好转，各类动物的栖息环境
越来越好，以“秦岭四宝”为代表的珍稀动物
不断“添丁进口”“家族兴旺”。
　　近年来，陕西省在探索山脉保护的“秦岭
模式”中，形成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得到有效改
善，以“秦岭四宝”为代表的野生动物种群数

量持续增长。
　　据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显示，秦岭大熊猫
野外种群达 345 只，增幅、密度均居全国首
位。朱鹮保护被誉为“世界拯救濒危物种的
成功典范”，朱鹮种群数量由 1981 年发现的
7 只，壮大到目前的 7000 余只。羚牛数量近
5000 头，金丝猴数量超过 5000 只。
　　随着植被增加、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快，
陕北绝迹多年的野鸳鸯、环颈雉等候鸟，再
次归来；原麝、黑鹳等多年不见的野生动
物，也重现山林之间。
　　根据测算，在陕西省延安市子午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数量达到 110 只
左右，是迄今我国已知数量最大、密度最高
的野生华北豹区域种群。
　　由南到北，青山连绵，在三秦大地的绿
色版图上，“秦岭四宝”们和人类一起，畅享

“绿色家园”。

　　新华社西安 9 月 14 日电（记者姚友明）
15 日，四年一度的国内最高水平综合性体育
盛会——— 全运会，将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
正式开幕。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第一年。第十四届全运会在这个时间节点开
幕，意义重大，使命光荣。
　　“秦有锐士，谁与争锋。”十四运会万事俱
备，静待开幕。陕西人在建设体育强国道路上
迈出了坚实步履，铸就了西部奇迹。

梦想不灭

　　 2010 年陕西省体育系统领导干部大会
上，传出一个令人感到振奋的消息。陕西准备在
西安西郊新建一个能够承担全运会开闭幕式
以及田径、游泳、射击射箭等比赛项目的大型奥
林匹克体育中心，并申办第十三届全运会。
　　在那个冬天，6000 名高校学子齐聚西
安交通大学，共同签名，预祝申办取得成功。
咸阳市千名群众举行健身集会，安康市举办
冬泳比赛，汉中市举行趣味运动会……三秦
儿女怀揣着一份别样的期待，他们渴望着十
三朝古都西安所在的陕西省，能拿到十三运
会的承办权。
　　 2011 年 8 月 16 日，天津市获得过半的 45
票，获得十三运会承办资格。自 2005 年全运会
实行申办制以来，陕西二度申办全运会失利。
　　面对失利，陕西体育人始终没有放弃。
　　 2014 年 8 月，陕西省体育局副局长董
利透露，陕西有意申办 2021 年第十四届全
运会。在他看来，陕西申办十四运有两个有利
条件：近年来陕西建设了一批场馆，硬件设施
有一定基础；陕西近年来承办一批国际赛事，
积累了办赛经验和人才团队。
　　 2015 年 11 月，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下
发《关于公布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承办候选
单位的通知》，陕西是唯一一个申办第十四届
全国运动会的候选单位。
　　 2016 年初，陕西省正式获准承办十四
运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见证周秦汉唐
中华文明无上风光的陕西，作为见证红色体
育事业在黄土高原上发光发热、助力中国革
命进程的陕西，终于促成了中国体育这次某
种意义上的“回家”旅程。

一级认证

　　第十四届全运会是首次在我国西部地区
举行的全运会。陕西要在短时间内完成 53

个场馆设施的建设任务，其中新建的场馆达
到 30 个。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陕西全运会的
场馆建设工作一度面临诸多挑战。关键时刻，
赛事组织者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效率、抢工
期、赶进度，确保新建或改造的场馆设施全部
按期完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全运速度”
和“全运奇迹”。
　　 2020 年初，在全运会配套项目——— 下
穿灞河隧道项目工地上，为保障“防疫不松、
工期不变”，项目实行“全封闭、零流动”的管
理方式。“原有人员不出场，外来人员不进场。
工人从工地到宿舍，全程由专车接送。”项目
经理安三虔说。
　　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体育馆直到 2018
年 5 月才被确认为十四运会正式比赛场馆。

“要求我们 2020 年 3 月完工，应该说压力非
常大。去年赶上疫情，影响了三个月的工期。
不过这是我校承载的一项光荣使命，必须不
折不扣地去完成。”西北大学副校长奚家米
说，“我们通过科学管控，让工地同时在线人
数达到 800 人。我们不间断地施工，抢回了

工期，如期完工。”
　　 2020 年初，经过有关部门沟通和协调，
12000 平方米的塑胶跑道物料通过中欧班
列“长安号”由意大利运抵西安，确保承办全
运会开幕式和田径比赛的西安奥体中心体育
场在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竣工交付。今年
1 月，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热身场获世界田
联一级场地认证，达到世界田联场地建设最
高标准，这意味着西安奥体中心具备承办奥
运会田径比赛、田径世锦赛、世界田联黄金联
赛等世界一流赛事的条件。

精神之火

　　 2019 年 8 月 2 日，西安明城墙南门广
场。第十四届全运会会徽“礼天玉璧”和吉祥
物“秦岭四宝”正式亮相。
　　十四运会徽设计方案取象传统“礼天玉
璧”，寓意全国人民以最好的精神面貌举办全
运会。十四运吉祥物则以陕西独有的“秦岭四
宝”朱鹮、大熊猫、羚牛、金丝猴为创意原型，
寓意奔向新时代，喜迎八方客，同享新生活，

共筑中国梦。
　　陕西全运会迎来倒计时 100 天，火炬

“旗帜”与世人见面。这把寓意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火炬，上
部分设计层次丰富、具有张力、动感十足，分
层采用金色包边。出火口设计灵感源于山丹
丹花，具有浓郁的陕西地域文化特点。
　　 7 月 17 日，在延安市宝塔山下，奥运
冠军郭文珺和残奥会冠军翟翔在圣火少女
的陪伴下，在采火器前引燃了十四运会和
残特奥会圣火。
　　 9 月 12 日上午 10 时 20 分许，随着
最后一棒火炬手、陕西籍武术运动员吴雅
楠结束传递，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传
递活动落幕。点亮三秦大地 14 个站点的
圣火，回到火种灯中，静待在全运会开幕式
上点燃主火炬塔。
　　一场体坛盛宴蓄势待发。完成第一个
百年目标的中华儿女，正凝心聚力、砥砺前
行，向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
　　即将绽放在开幕式上的圣火，也将“点
亮”中华儿女奋斗强国的“精神之火”。

　　新华社西安 9 月 14 日
电（记者储国强、蔺娟、王泽）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于
15 日晚在西安奥体中心开
幕。作为国内最高水平的综
合性运动会，全运会是推动
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平
台。伴随十四运会筹办工作
的开展，广大群众开始关注
全运、参与全运、融入全运、
共享全运，全运会在展示运
动健儿拼搏风采的同时，也
在三秦大地掀起了全民健身
的热潮。

  精彩赛事激发参

与热情

　　今年 4 月 17 日，“一带
一路”陕西 2021 西安马拉
松赛鸣枪起跑，28000 名跑
者体验了“一日看尽长安
花”。创办于 2017 年的西安
马拉松，已通过世界田联“精
英标赛事”认证，成为陕西体
育具有代表性的名片之一。
　　从 4 月到 11 月，15 项
2021 年“一带一路”陕西体
育精品赛事精彩上演，覆盖
马拉松、击剑、乒乓球等项
目，在三秦大地营造出“全运
年”奋勇争先的体育氛围。
　　陕西省体育局局长王勇
表示，赛事是体育发展的重
要内容，也是强劲动力。通过打造精品体育赛事，不
仅能够带动相关运动项目发展，而且能有效扩大体
育影响。
　　作为十四运会东道主，陕西以提高广大人民群
众健康水平为己任，借筹办全运会的东风，推进全民
健身向纵深发展，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运动会”
就此拉开序幕。
　　十四运会的 35 个竞技比赛大项中有 29 个分
布在陕西的 13 个地市，提升了当地居民对体育竞
赛和运动健身的关注度和参与度。陕西商洛的蟒岭
绿道是十四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的赛道，56 岁的
骑行爱好者刘建忠说：“我们骑行协会的伙伴们经
常在绿道上骑车，仿佛在和专业的运动员同场竞
技。”
　　同时，十四运会的 19 个群众比赛项目也吸引了
大批民众参与。首次设立的广场舞、广播体操、健身气
功、太极拳四个展演项目以线上比赛的形式举办，吸
引了全国各地的 766 支队伍、6800 多人参赛。“我要
上全运”系列赛事活动组织开展上千场，引导群众参
与全运、融入全运、共享全运，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健身
的社会氛围。

优质场馆设施引领体育风潮

　　夜幕降临，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被灯光点亮，璀
璨夺目。作为十四运会主场馆，西安奥体中心“一场
两馆”已成为城市新地标。这些体育场馆不仅将带动
陕西竞技体育事业发展，还将引领全民健身风潮，满
足群众更多样化的体育健身需求。
　　十四运会结束后，西安奥体中心将采取有偿使
用与免费开放相结合的方式，让市民充分享用家门
口的“超级场馆”。此外，该中心还规划建设了高质量
的全民健身场地。篮球场、足球场、骑行绿道、儿童活
动区等健身场所沿河分布，让群众能在“移步换景”
中进行体育锻炼。
　　近年来，陕西省启动渭河、延河、汉江、丹江全民
健身长廊等一批重大体育健身设施项目，建设县级
公共体育场馆 87 个，建成体育公园、健身步道、多
功能健身场地 81 个，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社区
工程、智慧社区等项目 5117 个，新建足球场地 628
块。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组织各级各类公共体育场馆
分步、分批向社会免费、低收费开放。目前全省低免
开放的大型场馆已达 31 个，中小型场馆已达
118 个。
　　陕西省体育局副局长董利说：“全省体育场地人
均面积由‘十二五’时期的 1.07 平方米增加到‘十三
五’末的 1.97 平方米，促进了全民健身的发展，陕西
城乡群众健身参与率达到 43%。”

“全运潮”带动“健身潮”

　　旭日初升，古都西安城墙脚下的环城公园已经
热闹起来，晨练的市民们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运动画
卷。从秦岭脚下到浐灞河畔，“三河一山”生态绿道
上，骑行、慢跑的市民络绎不绝。随着十四运会的临
近，陕西全民健身氛围日益浓厚，城乡群众的健身热
情和健身意识也越来越强。
　　宝鸡市岐山县刘家塬村，61 岁的农民陈长林正
在村委会旁的文体活动中心和球友们切磋。有近 50
年球龄的陈长林推动成立全国第一家农民乒乓球协
会——— 岐山县农民乒乓球协会。他说：“我们热爱乒
乓球，农民也能走到十四运会群众赛事的赛场上。”
　　延安市志丹县，孩子们正在山间的绿茵场上对
抗，有些孩子的脚法已相当娴熟。在这里，全县 15
万人口中足球人口就超过 6000 人，很多孩子在校
内校外都与足球常伴。“我们希望通过足球这项运
动改变一代代志丹孩子们的生活方式。”志丹足协
主席丁常保说。
　　今年 9 月 1 日，新修订的《陕西省全民健身条
例》正式生效，从全民健身活动、全民健身设施等方
面对全民健身活动进行规范，充分保障群众参加全
民健身活动的合法权益，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和健康
水平。
　　第十四届全运会即将开幕，陕西人民已准备好，
在浓厚的体育健身氛围中，邀请全国人民共享这场

“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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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火炬手严育斌（右）和居巴依·赛克依在火炬传递中。    新华社记者刘潇摄

点 燃“梦 想 火 焰” 陕西全运会筹办纪实

  麻黄梁黄土地质公园一角（7 月 14 日摄）。近期，榆林市麻黄梁黄土地质公园及麻黄梁黄土
地质博物馆全面建成，公园总面积达 37 平方公里，有黄土峰林地貌景观、第四纪地层剖面、沙漠
地貌和古生物化石四大地质遗迹。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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