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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10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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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班上将和国际军
事体育理事会主席皮奇里洛上校代表各国防务部
门和军队领导人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对习近平
主席拨冗会见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和
中国军队对国际军事体育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赛会筹备工作高效有序，衷心
祝愿此次盛会取得圆满成功。各方愿与中方增进包
括军事体育在内的防务和军事领域交流合作，共同
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会见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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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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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等陪同会见。

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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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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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月18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在武汉体
育中心举行。图为演员在开幕式上表演。

新华社评论员

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
10月18日晚，五星红旗与国际军事

体育理事会会旗在武汉迎风飘扬，熊熊
燃烧的火炬照亮江城夜空。武汉体育中
心欢声雷动 ，气氛激昂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宣
布：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 ！体育
又一次架起友谊与和平的桥梁，世界军
人运动会在中国开启全新篇章。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
要标志。 军人与体育有着天然联系，射
击、 马拉松等许多项目都起源于军事。
军事体育是军队建设的基础工程，世界
军人运动会为纪念和平而诞生，因传播
友谊而发展 ，享有 “军人奥运会 ”的美
誉。中国军队一贯重视军事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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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者和重要贡献者。

今朝五洲相聚，共享军运荣光。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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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秉持“体育传友谊”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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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高质量完成了赛会筹备的各项工作。第一次所
有比赛全部安排在一座城市进行，第一次集中新建
运动员村，竞赛项目设置数量历届第一……作为中
国首次承办的国际军体综合性运动会，第七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创造了新的历史。中国正兑现自己的承
诺 ，为世界奉献一届国际水准 、中国气派 、精彩纷
呈、非凡卓越的国际军事体育盛会。

体育是展示拼搏奋斗精神的舞台，也是人文交
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军运会在中国举办，为促进中
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新的平台。
本届军运会设置了27个大项329个小项， 共有109个
国家的9308名军人报名参加。在10天时间里 ，世界
各地的军人运动员们将同场竞技、互相切磋，充分
展示拼搏奋斗的体育精神。人们期待着，各国选手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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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体育是人类共通
的语言，共谋和平发展，共享天下太平，是各国人民
的共同期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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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各国军人公平竞技的和平聚会，这是各国
军事文化交流互鉴的国际盛会，必将在世界军事体
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华社武汉10月18日电）

� � � �军运璀璨、和平闪耀。
18日晚，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109个参赛国

国旗飘扬在武汉体育中心。军体健儿们欢聚在长江
之畔，共享军人荣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宣布，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

这是各国军人公平竞技的和平聚会，这是各国
军事文化交流互鉴的国际盛会！

今夜，激情属于共享友谊的军体健儿，荣誉属
于孜孜以求的和平使者。

共襄盛会
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礼仪，场上是对手，场下是

朋友， 近万名各国运动员为军人荣耀相约武汉，共
襄盛会。 赛事规模再创新高，27个大项展开角逐为
军体历史增光添彩、谱写新篇。

20时，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伴随着激昂的鼓点
声徐徐展开，连绵起伏。伴随着动作变化，金色五星
幻化为巨大的汉字“中国”，以此献礼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欢迎四海宾客共赴江城之约。

军运会被称为“军人奥运会”。除军事五项、海
军五项、空军五项等军事特色项目外，军味十足的
运动员入场式也是关注焦点。

依据国际军体惯例， 按参赛国法语名称的字母顺
序排列，身着军装的各国运动员依次入场。各国国旗、各
式军装，开幕式成为观察了解各国军队礼仪的大舞台。

解放军代表团最后入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

欢呼声。八一男篮主教练王治郅高擎鲜艳的五星红旗。
队员们精神抖擞，踏着自信的步伐，向主席台庄严行礼
致敬，展示出改革强军的气魄、新时代军人的风采。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军运赛
场，中国军人不断用拼搏与汗水维护着五星红旗的荣
光。历届军运会上，我军代表团始终位列奖牌榜前三。
高超的竞技水平、高昂的战斗意志、高尚的道德风范，
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随后，国际军体理事会会旗飘扬在体育场上空。
未来9天，各国军人将在赛场书写和平竞争的辉煌。

止戈为武
一位身着绿色军装的中国军人，在奋力奔跑中

化身为一只洁白的和平鸽。意大利罗马、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意大利卡塔尼亚、印度海德拉巴、巴西里
约热内卢、韩国闻庆……和平鸽挥动翅膀，穿越前
六届世界军运会承办地后，飞临长江大桥，来到江
城武汉，进入开幕式体育场，迎来现场阵阵喝彩。

和平薪火、星光点点。文艺表演《和平的薪火》
拉开序幕。

中华民族“母亲河”一湾碧水在舞台上奔腾而
下，生机盎然。“岩画”中的华夏先民们，纷纷从画中
走出，钻木取火，载歌载舞。

光影与人物交织，历史与现实交汇，开幕式现
场“如梦如幻”。

篝火熊熊，一位谋士席地而坐；战鼓擂响，近两
千名“古代士兵”手持盾牌，拼出一个巨大的篆体

“武”字，盾阵变动又被分为“止”和“戈”两部分，继
而演变为“和、合”两字。

饕餮纹路间，盾阵起伏，不断变幻，先后组成太
极、长城等图案。“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衷共济、

和而不同”的浑厚和声久久回荡，传递出从古至今
中华儿女呼唤和平的美好愿望。

作为全球军人最高规格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世
界军人运动会为纪念和平、 传递友谊而生。 从天下大
同、协和万邦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延绵5000年的
中华文化与军运会的立意高度契合、内在相通。

和平之师
激昂的《保卫黄河》乐声响起。一颗红色五角星

在舞台中“破土而出”，“八一”标识金光闪耀。金色
大字“和平之师”“钢铁之师”“威武之师”接连闪现。

“向前、向前、向前！”1000多名官兵头戴蓝盔、
手握钢枪，组成“UN”“和平”字样。橄榄枝，和平鸽，
中国军人向世界坚定表达着维护和平的决心。

自1990年首次派出军事观察员以来，中国已累
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4万余人次， 参加了联合国20
多项维和行动，13名官兵壮烈牺牲。 中国已成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

军运赛场，也是表达各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的舞
台。本届军运会上，我军组建了553人的史上最大规模
体育代表团，406名参赛运动员士气高昂、精神振奋。

万众瞩目中，经历70多天、260名火炬手传递的
军运圣火抵达开幕式现场！王皓、金泳德、王堂林、
焦刘洋、杨珺菁、王霜、刘玉栋等七名优秀运动员，
在开幕式现场进行最后7棒火炬传递。

最后一棒火炬手、八一男篮名宿刘玉栋，大步跑
到名为“和合”的火炬塔下。一位少先队员双手举起写
有“和平”的字板，镶嵌在通往火炬塔的第一级台阶。用
各国语言书写的“和平”字样的台阶，被逐级点亮。

沿着“和平之路”拾级而上，刘玉栋用手中的火
炬点燃火炬塔下的水池。熊熊燃烧的火种沿着象征

“一带一路”的塔体向上飞腾。在象征着“五大洲”的
主火炬塔塔顶，圣火瞬间绽放。

和平荣光遍三镇，江城武汉不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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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薪火必将
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据新华社武汉10月18日电）

和平之光闪耀军运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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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护旗手护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际军事
体育理事会会旗进入开幕式现场。

朝鲜代表团在开幕式上入场。 赞比亚代表团在开幕式上入场。 美国代表团在开幕式上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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