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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水平、更富特色、更加精彩
100天后■市体育公园中心广场全民健身大联动
省运会在这里激情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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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威风凛凛的舞龙舞狮表演 、 轻盈
飘逸的空竹表演 、 展现力与美的体育
舞蹈 …… 昨天上午 ， 市体育公园中心
广场热闹非凡 。 数千名市民和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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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运会会歌《所有人都成功》现场发布

记者 宫 ■ 煜

欢聚一堂 ，共同迎接江苏省第十九届运
动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暨第十
三届 “ 长江经济带 ” 全民健身大联动活
动启幕 。

市民载歌载舞迎盛会
龙腾狮跃、空竹表演、广场舞……

省运会开幕倒计时100天，扬州市民载
歌载舞喜迎盛会。
扬州大学和扬州工职院学生带来的舞
龙舞狮表演，龙腾狮跃，威风凛凛，象征着
省运会体育健儿不屈不挠、勇于拼搏、奋发
努力、知难而上的精神。长跑协会组织的手
杖操则把用来辅助行走的手杖化为舞蹈的
把杆，展现扬州老年市民的青春不老、健康
长寿。空竹协会的高手们动作灵活敏捷，轻

盈飘逸的空竹时而如行云流水，时而如龙飞
凤舞，令人赏心悦目。太极拳协会的200人
太极拳表演和健身气功协会200人八段锦
表演，刚柔并济，充分展现了中华传统武术
天人合一的理念。广场舞协会的200人广场
舞方阵和健美排舞协会的200人健美操方
阵，踏着快乐节拍，舞出美好生活。
参加活动的市民秦先生表示，将当好东
道主，用饱满的热情迎接四方来客。

迎省运，大家一起动起来！
市民代表现场倡议“全民健身”

活动现场，来自竹西街道安平社区的市 识，制定科学健身计划。开展“因人而宜、适
民代表王佳佳宣读了《全民健身倡议书》。她 时适度、劳逸联合、循序渐进”的锻炼方式，
向全省人民发出倡议，树立科学健身新理 以更好达到提高身体素质，增强身体抵抗
念，牢固树立“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一 力，保持健康体魄的健身目的。培养“迎省
辈子，快乐工作50年”的健身理念，倡导“给 运，动起来！我健身，我快乐！”的健身意识，
健身以时间和空间，把心动变成行动，把感 养成终生锻炼的好习惯，真正做到“体育生
受变成享受”的良好风尚，营造“自觉锻炼、 活化，健身经常化，健康常态化”，不断提高
主动健身、追求健康”的积极氛围。
自身健康素质，为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而
掌握科学健身好方法，主动学习健身知 不断努力。

奉献“最扬州”的志愿服务
7500名志愿者整装待发

活动现场，省运会合作伙伴——
—恒通建
设集团和匹克体育，以及首批9家接待酒店接受
授牌，省运会志愿者接受授旗。
本届省运会在扬州大学、扬州职业大
学、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等8家高校（单

位）招募了7500名志愿者。他们将在赛场内
外，为各地参赛代表团提供全天候、全方位
的志愿服务。志愿者李志强表示，将全身心
投入到志愿服务中，奉献富有扬州特色的志
愿服务。

活动现场，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会歌
《所有人都成功》正式发布。
该歌曲由中国著名词作家、中国音乐家
协会会员陈涛作词，由音乐制作人、演员、中

国十大青年作曲家丁于作曲，演唱者为著名
歌手汤非、王莉、张丹丹、丁于。歌曲欢快热
烈，气势恢宏，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
浓的地方风味。

省运会会歌现场正式发布
陈涛作词丁于作曲 汤非等演唱

见证改革开放
越来越
美好的生活

征集启事

年

第十九届省运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暨 “长江经济带 ”全民健身大联动活动现场 。 司新利 张卓君 摄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会歌——
—

所有人都成功

作词 ：陈涛 作曲 ：丁于
演唱 ：王莉 汤非 张丹丹 丁于
合 ：乖乖隆地咚 乖乖隆地咚
四年难忘 烟花绽放
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
乖乖隆地咚 乖乖隆地咚
合 ：乖乖隆地咚 乖乖隆地咚
风光美如画 人在图画中
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
乖乖隆地咚 乖乖隆地咚
王莉 ：怀抱着长江 运河水相望
心先动 身随动
你在等什么
乖乖隆地咚 乖乖隆地咚
还不来好好地相聚一场
这一波 江南江北同
乖乖隆地咚 乖乖隆地咚
汤非 ：趁一片月光 高高挂天上
风光美如画 人在图画中
你在等什么
还不来纵情地拼搏一场
王莉 ：怀抱着长江 运河水相望
你在等什么
张丹丹：新时代大风尚 雄心四面八方
还不来好好地相聚一场
热身在人海 欢乐有汪洋
汤非 ：趁一片月光 高高挂天上
丁于 ：让奔跑的蓝图 成就我梦想
你在等什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
贯彻落实中央 、 省市委关于庆祝改革开
放 40 周年部署要求 ， 市委宣传部等部门
（ 单位 ） 将联合举办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图片展 。 为办好此展览 ， 市委宣传部 、 市
委党史办 、 市档案局 、 市文联 、 扬州报业
传媒集团将联合举办 “ 见证改革开放 40
年 ， 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 经典照片征集评
选活动 。 具体方案如下 ：

二、征集要求

还不来纵情地拼搏一场
张丹丹：新时代大风尚 雄心四面八方
热身在人海 欢乐有汪洋
丁于 ：让奔跑的蓝图 成就我梦想
四年难忘 烟花绽放
合 ：乖乖隆地咚 乖乖隆地咚
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
乖乖隆地咚 乖乖隆地咚
风光美如画 人在图画中
王莉 汤非 ：大国东 势如虹
张丹丹 丁于：未必是三月 人在图画中
合 ：乖乖隆地咚 乖乖隆地咚
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
乖乖隆地咚 乖乖隆地咚
心先动 身随动
乖乖隆地咚 乖乖隆地咚
这一波 江南江北同
乖乖隆地咚 乖乖隆地咚
风光美如画 人在图画中
风光美如画 人在图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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