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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79个国家和地
区，一万余名参赛人员和家
属，赛场内收获鲜花、掌声，
共襄一场国际体育盛事。

10天，48个项目免费
开放，每天数万市民到场观
赛，看台上释放热情、活力，
见证成都第一次大型国际
赛事。

8月8日至18日，成都
以第十八届世界警察和消
防员运动会之名向世界呈
上一场完美国际体育盛会。

不同肤色、不同国籍、
不同语言的参赛消防员和
警察，带着对成都的缱绻离
去，10天，对他们来说太短，
“成都，还要再来”。欢乐与
荣耀之后，世警会，让世界
看到怎样的成都？

让世界看到怎样的成让世界看到怎样的成都都？？
一场创下多项纪录的国际赛事圆满收官一场创下多项纪录的国际赛事圆满收官

成都至云南
将再添一条大通道！

昭通（川滇界）至西昌段高速公路年底有望开建

成都至云南将再添一条高速
大通道。昨日，记者从四川省生态
环境厅官网获悉，G7611线昭通
（川滇界）至西昌段高速公路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目前已经受理并进
入公示阶段。环评文件显示，
G7611线昭通（川滇界）至西昌段
高 速 公 路 工 程 估 算 总 投 资 为
300.1204 亿元，计划于今年年底
开工，2024 年底建成通车，建设
工期5年。项目建成后，不仅将完
善川西南地区高速公路网布局，
打通四川通往云南的又一条出省
高速公路通道。同时，起点通过

“都匀至西昌高速公路（云南境）”
接G85渝昆高速公路，向东接G5
京昆高速公路，继而成为两条国
家高速公路的联接线，川滇黔渝
交通出海将更加便捷。

G7611线昭通（川滇界）至西
昌段高速公路位于凉山州的西昌
市、喜德县、昭觉县、布拖县、金阳
县，属于新建项目。该路线总体走
向为东西向，项目设计起点位于
春江，独立建设起点位于金阳（川
滇 界）芦 稿 镇 ，与 沿 江 高 速
G4216 相接，并通过 G7611 云南
段连接G85渝昆高速，终点于西
昌市小庙接西攀高速。

G7611线昭通（川滇界）至西
昌 段 高 速 公 路 主 线 全 长
184.824km，与 沿 江 高 速 共 线
16.682km，独立建设 168.142km。
其中，共线段由沿江高速建设并
已取得批复，目前金阳春江至芦
稿段尚未开工建设。

G7611线昭通（川滇界）至西
昌段高速公路何时才能开工建
设？环评文件显示，该项目计划
于 2019 年底开工，2024 年底建
成通车，建设工期为 5 年。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都匀至香格里拉
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路段，是

“香格里拉至西昌至昭通”横线
的一段，东西向连接西昌～昭觉
～金阳，向西接西香高速，连接
香格里拉～木里～盐源，向东经
金沙江大桥连接昭通，项目建设
缩短了攀西经济区与相邻云南
省的距离，作为国高网的一段，
将进一步连接云南省丽江片区
和贵州六盘水片区。同时，该项
目与成都至攀枝花西攀高速、西
昌到巧家西巧高速、乐山到西昌
乐西高速、宜宾到攀枝花沿江高
速相交，共同形成贯穿四川、云
南及贵州省的干线通道网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每当有新闻发生，都有记者冲上
前线的身影；每当发展的车轮向前驶
过，都有记者用笔尖记录城市跳动的
脉搏。8月20日，由成都市委宣传部主
办的2019年成都市新闻战线“好记者
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成都市广
播电视台举行。

16名来自全市新闻战线的记者们
以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一个个精
彩故事，真情讲述了各自记者生涯的
体会与感触。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成
都市广播电视台的殷勇和唐蜜荣获一
等奖。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深度频道
记者王春以《不忘初心 做社会公平正
义的守望者》为题讲述自己的故事，获
得三等奖。

他们是记录者
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深度频道的
记者王春曾自己创办校报，那时他就
树立了职业理想，做一名记者。

他也确实实现了理想，成为了一名
优秀的记者。记者生涯中，他深知，广大
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做党的政策主张的
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
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在讲述自己的“好故事”时，王春
提起了今年4月发生的一件全国关注
的热点事件。那是西安奔驰女车主维
权事件，彼时王春曾多次与奔驰女车
主薛春艳对话，并发布多篇独家报道，
引发数亿人次关注。

这件事从一个女生追求自己的公
平与正义开始，到净化整个汽车行业，
再到质问各行业潜规则，震动了整个社
会。但就在薛春艳与奔驰4S店和解前
后，她陷入被追债风波。

那时的薛春艳被称为“维权女

王”，被视为英雄，她被追债一事到
底该不该报道？针对这点，很多同行
甚至同事都有争议，但王春坚持进
行了报道。他觉得，身为记者，就是
要守望社会的公平正义，正确的导
向同样是守望公平与正义，“我时刻
提醒自己，知行合一，努力践行，才
能对得起初心”。

他们的故事
传递出向上向善的力量

此次比赛，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公

共频道殷勇讲述的故事《致敬英雄 不
忘初心》获得了一等奖。他的故事，让
台下观众纷纷泪目。

殷勇最初不是记者，他从2003年
起连续六年，曾服役于武警四川消防
总队成都支队，是一名消防员。正是因
为这样一段经历，2009年走上新闻工
作岗位后，他参加了很多重大灾害事
故报道。这一次在台上，他讲述的故事
的主角，是木里县森林火灾中英勇的
消防指战员们。

“我很荣幸，在我的生命里有了这
样两段让我骄傲的职业经历”，他说，如
今作为记者，他会做好新闻工作，身体
力行地传承英雄精神，不忘初心。

现场观众吴映月也是一名记者，
她数度为台上的故事落泪。在她看来，
这些记者们在用心传递正能量，用脚
丈量大时代，用情温暖世人心，他们用
行动证实了什么是“人民记者”。

观众林虹宇则表示，通过“好记者
讲好故事”，他看到了记者们的另一种
风采。林虹宇觉得，这些记者身上的社
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最打动人的，

“他们不仅还原了真实与客观，更向社
会传递出向上向善的力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成都“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昨举行
守望公平正义 用行动诠释“人民记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荣获三等奖

在国际性体育赛事中，世警会有
些特别。它除了是全世界警察与消防
员的“奥林匹克”，又是休闲和娱乐性
最强的国际性体育赛事，运动员们带
着家人和朋友，自费参加比赛，同时领
略举办地的风土人情。

这一次，世警会既竞技又休闲的
特点，在成都得到了完美结合：成都既
现代、时尚，又安逸、休闲，如果用婚姻
来比喻，那真是“天作之合”。

“全世界都在看成都，看你们办得
有多好。”世警联合会主席拉瑞·柯林
斯对于成都的付出不吝赞美，“成都打
开了一扇窗，让其他国家知道今后如
何更好地进行工作。”

的确，成都让世界看到成都举办
大型赛事的能力：近万名的警察和消
防员在赛场竞技，一举创下了成都历
史上规模最大、国际化水平最高、单次
入境外宾人数最多的纪录。各具特色
的高新、天府、金牛、武侯、龙泉驿、温
江、双流、都江堰、金堂9个赛区34个场
馆，加上精心的赛事组织、保障，使得
世警会完美收官。

难怪世警会执委大卫·米克洛在
“最强生存者（TCA）”项目赛后，写下
了他的观赛感受：这是世警会历史上
最成功的一次最强生存者比赛。

赛场上——拳击比赛所在地五
粮液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用演唱
会的配置让每一个位置都能清楚看
到拳台；亚洲最大的单体建筑新世
纪环球中心是警用摩托车技能赛所
在 地 ；成 都 还 将 比 赛 设 在 了 绿 道
上，桂溪生态公园、江滩公园，展现
出正在规划建设世界最长绿道的风
物之美。

赛场外——4名瑞典警察，走进春
熙路龙抄手，不仅品尝到了龙抄手、赖
汤圆、担担面、糖油果子等成都小吃，
更亲自动手包了饺子；很多运动员，是
从热辣辣的火锅、串串等美食开始，认
识到“美食之都”名不虚传；去茶馆点
一杯咖啡，这是老外们在成都“发明的
又一种玩法”，看看吐火、变脸，或者在
锦江边打个盹，都是很成都的方式。

不仅仅是这些。
成都以开放格局和国际视野重新

审视城市发展的“势”与“场”，国际范
儿越来越足。国际（地区）航线增至118
条；中欧班列（成都）连接境外25个城
市；成都的世界500强企业达288家
……

成都，散发着现代时尚魅力，吸引
着全球的目光。

城市，是几千年来人类生活方
式的优化选择。

每一座城市，无论是年轻还是
古老，总会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人们
谓之城市性格，或者城市气质。

作为一座2000多年城名不改、中
心未移的城市，成都的城市气质显得
独特而厚重，安逸、休闲自不必说，从
天府之国到国家中心城市、美丽宜居
公园城市、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世界
文化名城，成都这座城市的气质也逐
渐汇聚形成了独特的天府文化。

运动员们在赛场内外浸润着天
府文化，感受得更加细腻和丰润。

都江堰赛区，31个国家和地区
的上千名中外警察和消防员运动员
齐聚，用一场“半马”，与成都先民开
创的世界最早无坝引水工程都江堰
的创新创造精神近距离接触。

城市中心太古里，趁着比赛间

歇前来“打卡”的运动员和家属，逛
街购物，用脚步丈量着成都优雅时
尚的一面。

四个来自菲律宾的警察，遇上
了温江的出租车师傅吴建文。吴师
傅用“椒盐味的川普”教她们说中
文，一路上说说笑笑，足以窥见成都
人的乐观。

参加了6个项目的56岁德国运
动员Meike Frie，在成都学会了用微
信，认识了成都警察朋友，体验了成
都“微辣”的火锅。让她记忆深刻的

“微辣”火锅，什么都可以煮，正是成
都包容的味道。

而让所有参赛者纷纷点赞的
6000名志愿者提供的超80万小时志
愿服务，将成都的友善公益化为最
美的行动。

世警会，让成都赋予了天府文
化全新表达，与全球共分享。

底蕴深厚的成都底蕴深厚的成都
——成都借世警会传播天府文化

运动员们在赛场内外浸润着天府文化，感受得更加细腻和丰润。

越是重大的国际性赛事，考
验的越是城市的能力和智慧。

9个赛区34个场馆56个项目
一万余名参赛人员和家属，这些
数字的背后，是成都世警会筹委
办科学、高效、有序的整体部署和
周密安排，短短10天内，所有比赛
完美收官，没有发生一起影响比
赛进程的事件。

更大的功夫，还在赛场之外。
与世警会一样火爆的，是世

警会期间的天气。飙升到52度的
地表温度，“烤”验着交通保障。公
交车延时2小时服务、机场24小时
出租车调度服务，17条赛事交通
专线早5：00至晚8：00繁忙地穿梭
在机场、客运站、酒店、赛场之间，
让参赛人员顺畅出行。

“成都所有设施几乎都有双
语，甚至多语标注”，来自德国的
运动员Juergen为成都的“无障
碍”出行点赞。他带着家人和队友
逛成都，即使一时找不到路，也有
成都市民热情指引。

瑞典警察Jan Zachrison一行
四人离开成都前的最后一个下
午，来到成都博物馆，讲解员用流
利的英语，把生动俊俏的陶俑，古
老的手工织布机，呆萌的镇水石
兽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

交通、餐饮、旅游、住宿……
成都市民热情参与其中，让参赛
人员及家人在比赛之余享受到一
场高质量的旅程。“舍不得走”“还
会再来”是他们对成都最真实的
喜爱。这正是这座城市整体水平
提升、越来越国际范儿的体现：政
府高效运转，治理有方；市民眼界
开阔，热情好客。

世警会前，著名体育市场情
报服务商Sportcal发布了《全球赛
事影响力报告》。在全球赛事影响
力（GSI）城市榜单中，成都由第
89名跃至第28名，与北京、南京一
起成为进入前30名的中国城市。
成都以一场世警会实战，向世界
展示了这座城市能出色地办好国
际赛事的能力。

科学高效的成都科学高效的成都
——成都借世警会打造赛事名城

9个赛区34个场馆56个项目一万余名参赛人员和家属，数字背
后，是成都世警会筹委办科学、高效、有序的整体部署和周密安排。

成功举办世警会的背后，是
成都抓住全球城市发展趋势，加
快融入国际化城市的雄心。

一个城市举办一次国际性赛
事，就会迎来一个发展风口。很多
奥运会举办城市都借此一跃成为
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以世警会成功举办为例，成
都通过这场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
的举办，不仅获得了国际性竞赛
的组织服务能力；更是公共交通、
旅游、餐饮等城市公共服务保障，
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以赛事为
媒，全球重新认识了成都，这个有
着厚重历史的城市还有着时尚现
代的另一面。借赛事之机会，成都
培育着日益增长的体育人口，创
造着体育消费的新场景，释放出
体育产业的生机活力。

历史给了成都太多的偏爱。因
为有了李冰父子的都江堰，成都
2000年来“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历史给了成都太多的文艺范
儿。文君当垆的酒肆，可是《成都》
里玉林路的那家小酒馆？

历史给了成都太多创新基
因。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可是
如今金融中心的引子？世界最早
的官办学堂文翁石室，可是如今
人才大军“蓉漂”的注脚？

大诗人李白是吟着《蜀道难》
来到成都的。来成都后，他的感叹
变成了惊叹：“九天开出一成都，
万户千门入画图”。

大航海后，特别现代的信息科
技迅猛发展，再次审视成都的方
位，眼界则又不一样。小时候，最爱
拨地球仪转圈圈，找找自己的家乡
在哪里；如今，再看地球仪，则多了
从太空俯视城市的感慨。

站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的战略交汇点，作为面向亚欧
大陆腹地最近的超大城市，成都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身处新的历
史方位，开始从区域中心向更为
高远的目标迈进。

这，是世警会这场国际性赛
事留给成都最美的剪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
记者 李奕 记者 杜玉全

时尚现代的成都时尚现代的成都
——成都借世警会走向世界

世警会既竞技又休闲的特点，
在成都得到了完美结合：成都既现
代、时尚，又安逸、休闲，如果用婚
姻来比喻，那真是“天作之合”。

雄心勃勃的成都雄心勃勃的成都
——狂欢背后是城市的升级

成都通过这场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的举办，不仅获得
了国际性竞赛的组织服务能力；更是公共交通、旅游、餐饮
等城市公共服务保障，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中国·成都第十八届世界警察

和消防员运动会已于八月十八日
圆满闭幕。在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
支持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在全市人民共同努力
下，本届世警会实现了“安全、精
彩、成功、圆满”的办会目标，兑现
了向全世界警察和消防员的庄严
承诺，受到了与会嘉宾和国内外的
高度赞誉，展示了国家荣誉、城市
荣耀。在此，第十八届世界警察和
消防员运动会组委会向广大市民
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届世警会是第一次在亚洲
举办，吸引了来自全球79个国家
和地区的万余名警察、消防员及
家属参加。赛会期间，广大市民牢
固树立“当好东道主，办好世警
会”的主人翁意识，满怀热情、无
私奉献，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确
保了城市运行安全平稳、道路交
通井然有序、市容环境清新整洁、
服务保障优质高效、社会氛围喜
庆祥和，为中国、为四川、为成都
赢得了荣誉，增添了光彩。广大市
民积极支持办赛，踊跃文明观赛，
与八方宾客共享盛会的欢乐与荣

耀，大城崛起的美好与幸福，盛世
中国的开放与自信，充分展现了
新时代成都人的良好精神风貌、
文明素质和道德情操。我们为全
市人民感到骄傲和自豪！

逐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有
广大市民对成都各项事业建设发
展的鼎力支持，成都的明天一定会
更加美好！

祝愿全市人民万事如意、幸福
安康！

第十八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
运动会组委会

2019年8月19日

致全体市民的感谢信

获奖选手合影

8月14日，成都市高新区，投入的选手、热情的观众、比赛项目的水花共同营造出热烈的氛围 摄影记者 陶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