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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尚沉浸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喜悦中，中国又迎来全球瞩目的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军运会10月18日在
湖北省武汉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
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在历次军运会中，本届军运会是参赛国
家和人数最多的一次——109 个国家 9308
名军人运动员与会。除了竞技比赛，军运会
举办方还安排了轻松愉快的互动活动，为各
国军人交流互鉴、增进友谊、共议和平搭建
平台。在集体会见出席第七届世界军人运
动会开幕式的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
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要官员时，习近平
表示，本届赛会提出“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
平”的主题口号，就是希望各国选手充分展
示拼搏奋斗的体育精神，用体育的阳光穿透
战争阴霾，用友谊的桥梁促进文明沟通，用
心灵的交融凝聚和平力量。

时间回到 24年前。1995年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宪章》签署50周年，世
界各国举行声势浩大纪念活动。国际军事
体育理事会决定创办一个像奥运会那样每
隔四年举行一次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军运
会应运而生。它的宗旨是“体育传友谊”，倡
导以体育的方式团结世界各国的武装力量，
促进军事交流，维护世界和平。1995年9月
4日，第一届军运会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拉开
帷幕。各国军人相会在和平的旗帜下，欢聚
在体育的舞台上。国际媒体盛赞这是“世界
军事史上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和平庆典”。

军运会一经登上世界舞台，立即引起
国际社会热烈响应。第一届军运会得到 93

个国家积极响应，4000 多名军人运动员参
加比赛。军运会成为继奥运会、大运会之
后，世界第三大国际综合性体育运动盛会。

第七届军运会选在中国武汉，是一个
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正确选择。武汉，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是荆楚之要地，武汉
的“武”字，由“止”和“戈”组成。
曾 饱 受 战 争 之 苦 的 中 国 人 民 自 古 就 有

“止戈为武”的理念，对和平生活有着持
久的追求和深沉的渴望。中国政府和人
民热切期待通过这次军运会，把“止戈
为武”的和平理念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
落，每一个人心中。

数十年来，中国政府和军队所做的一
切，都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各
国共同发展和人民幸福，建立人类命运共
同体。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资
国之一，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出
兵国。截至2018年12月，中国军队已累计
参加 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
人员3.9万余人次，13名中国军人牺牲在维
和一线。中国军队在维和任务区新建、修
复道路1.3万余千米，排除地雷及各类未爆
物 10342 枚。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
中国政府于2008年12月起派遣海军舰艇编
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常态化护航

行动。2015年起，中国宣布设立为期 10年
总额 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
基金，并于2016年正式投入运行。

为办好本届军运会，中国政府和军队
进行了周密细致准备工作。正如国际军事
体育理事会主席赫尔维·皮奇里洛所说，武
汉军运会将开启军事体育的新时代，“随着
本届比赛的举行，军事体育的发展将再向
前迈进一步”。

中国政府和军队将继续与各国政府和
军队携起手来，为捍卫世界和平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战略研
究所研究员）

开启军事体育的新时代
■ 王新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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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10月18日电（记者李学勇、李宣良、梅世雄）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8日下午在武汉集体会见出席第七届世界军
人运动会开幕式的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要官
员，代表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向出席活动的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
领导人、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官员、各国运动员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说，今天，我们在武汉举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100多个国家
近万名军人齐聚江城，共同书写交流互鉴的新篇章。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
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人与体育有着天然联系，
射击、马拉松等许多体育项目都起源于军事。军事体育能够强健官兵体魄、
凝聚军心士气、展示军人形象、促进军队交往，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

习近平指出，中国军队一贯重视军事体育，广泛开展军事体育活动，积
极参与国际军事体育比赛，特别是1978年加入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以来，同
各成员国一道参加体育赛事、承办军事体育活动、开展合作交流，成为国际
军事体育事业的主动参与者、积极建设者、重要贡献者。

习近平表示，世界军人运动会，为纪念和平而诞生，因传播友谊而发
展，已经成为各国军队展示形象、增进友谊、扩大影响的重要平台，享有

“军人奥运会”的美誉，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关注和喜爱。2015年5月成功申办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以来，中国政府和军队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
洁”理念，按照世界眼光、奥运思维、中国特色，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赛
会筹备的各项工作。本届赛会提出“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的主题口
号，就是希望各国选手充分展示拼搏奋斗的体育精神，用体育的阳光穿透战
争阴霾，用友谊的桥梁促进文明沟通，用心灵的交融凝聚和平力量。我们将
努力把本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打造成各国军人公平竞技的和平聚会、各国军事
文化交流互鉴的国际盛会。

习近平说，中国军队愿以本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为契机，不断推动国际军
事合作创新发展，加强同各国军队交流沟通，深入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有
效履行国际责任义务，携手应对共同安全威胁和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表示，我希望大家利用这次机会，更多接触了解新时代的中国和
中国军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预祝本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圆
满成功，预祝各国代表队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友谊。欢迎大家参加即
将举行的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凝聚共识，努力为维护
世界和平贡献智慧。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2019工业互联网全球峰会
18日在辽宁沈阳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加速发展，工业互联网技术不断突破，为各国经济创新

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也为促进全球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新
机遇。中国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愿同国际社会
一道，持续提升工业互联网创新能力，推动工业化与信息
化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

集体会见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要官员

习近平：用心灵的交融凝聚和平力量

习近平向2019工业互联网全球峰会致贺信 迈出建设网络强国的坚实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重要论述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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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10月18日电（记者李学勇、李宣
良、李劲峰） 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 18 日晚在湖北省武汉市隆重开
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
综合性国际军事体育赛事，也是继北京奥运会后
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来自109个
国家的 9300 余名军体健儿将在江城武汉同场竞
技、增进友谊。

18日晚，容纳近6万名观众的武汉体育中心主
体育场人声鼎沸、气氛热烈。

20 时整，礼宾号响起，习近平同国际军事
体育理事会主席皮奇里洛等步入会场，全场响
起热烈掌声。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正
式开始。

《红旗飘飘》的音乐声中，一幅巨大的五星红
旗图案铺满体育场，随即又变换组合成“中国”
字样。随着灯光、音乐的变换，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会徽“和平友谊纽带”被点亮，和平鸽图
案出现在场地中央。

各参赛国代表团按照国家法语名称的首字母
顺序依次入场。当一面面不同国家的国旗通过主
席台时，现场观众热烈鼓掌，对远道而来的运动
员表示欢迎。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一个入场，
运动员们军容严整、精神抖擞，高举五星红旗通

过主席台。习近平起身挥手致意，全场掌声欢呼
声此起彼伏。中国代表团共553人，是本届世界军
人运动会参赛运动员最多的代表团。

“ 五 星 红 旗 迎 风 飘 扬 ， 胜 利 歌 声 多 么 响
亮 ……”伴随着 《歌唱祖国》 的嘹亮歌声，16 名
仪仗兵迈着有力的步伐，分别护拥着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旗走进现场。
经过主席台时，仪仗兵高举旗帜，正步前行。在
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随后，奏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
歌，升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旗。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致辞，代
表组委会向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运动员、教练员
和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席皮奇里洛致辞，对
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和湖北省、武汉市为本届世
界军人运动会所作的精心准备表示感谢，祝愿运
动员们取得好成绩。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在视频致辞时
表示，此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祝
贺，祝愿运动会圆满成功。

在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旗前，中国女子排
球运动员袁心玥、国际级篮球裁判温克明分别代
表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运动员、裁判员宣誓。

21时许，习近平宣布：“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开幕！”全场掌声雷动，欢呼不断。

共享友谊，同筑和平。现场播放的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宣传片，回顾了历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情况，介绍了中国军队参加世界军人运
动会历程。

随后，开幕式文艺表演 《和平的薪火》 拉开
序幕。文艺表演上篇“泱泱华夏·生生不息”，分
文明之光、和合之道、江山如画、丝绸之路、星
星之火5个节目，通过回溯历史，展现源远流长的
华夏文明和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及其
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作出的重要贡献。下篇“路
路相连·美美与共”，分和平之师、新的天地、“一
带一路”、命运与共、梦想腾飞 5个节目，通过展
望未来，展示人民军队强军兴军崭新风貌，展现
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磅礴气象，传递中国人民同世
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信
念。整场表演以母亲河和黄土地为笔墨，以丰富
多彩的灯光舞台效果塑造了“中华母亲”形象，
传递出世代中华儿女追求和平、维护和平的美好
愿望和不懈努力。

22 时许，火炬场内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开
始。自8月1日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地江西
南昌采集的圣火，先后在多个城市和军营进行传
递，最后到达武汉体育中心。

（下转第二版）

出席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

习近平宣布运动会开幕

10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武汉出
席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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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习近平同出席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的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要官员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