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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关注博鳌亚洲论坛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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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Bonjour”
弥补撕裂的香港舆论，特别是树立香港政府在年轻人群
体中的信任，任重道远。

贞

网友“什么情况”
3 月 23 日至 26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在
海南博鳌举行。今年年会主题为“直面全球化与自
由贸易的未来”，其中设置的分论坛、闭门对话，不
仅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在网民中引发了
热议。从年会开幕式上的“经济全球化”话题，到
各个分论坛上讨论的热点议题，再到会外的趣闻，
都激起了不少网络讨论。

博鳌再挺“经济全球化”
在本届博鳌亚洲论坛举办期间，新浪微博上与
博鳌相关的话题都很受关注：话题“聚焦博鳌”获
得了 1.5 亿次的阅读，话题“博鳌亚洲论坛”获得了
超 7700 万次的阅读。网友在论坛开始前，所关注的
重点各有不同。
网友“菜鸟军虫微博”认为，“应该主要关注本
次博鳌论坛上讨论的 ‘一带一路’建设话题，其中
商机无限。”
网友“球球”则认为，“博鳌论坛上探讨的新技
术、智能科技产品对行业有引领作用，值得期待。”
网友“刘昊”表示，自己会关注论坛上与宏观
经济相关的政策解读与著名经济学家的演讲。
在 3 月 25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举
行后，网络上的讨论继续升温。当天上午 9 时，央视
新闻、央视财经等多个微博账号开始直播开幕式。
许多网友在关注直播的同时，留言称“太给力了”
“非常激动”。网友“付了了”则留言表示，“希望中
国坚持走自己的路。”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开幕式致贺信，这也
是网民对论坛关注的重点之一。习近平在贺信中指
出，博鳌亚洲论坛成立 16 年以来，立足亚洲，面向
世界，在凝聚亚洲共识、推动亚洲合作、提升亚洲
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题，
体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对经济全球化问题
的关注。希望与会嘉宾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解
决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贡献智慧，共同
推动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
进程。
习近平贺信中的这些表述，引发了网民的关
注。微博账号环球杂志发表文章 《博鳌亚洲论坛开
幕式传递出什么新信号？
》，其中认为，此次开幕式
“进一步传递出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进
程，开创亚洲和世界美好未来的强烈信号。”网友
“莎莎”留言称，“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从开幕式
上习主席的贺信中可以感受到。”
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也对贺信中习近平所
强调的经济全球化问题进行了关注。在其文章 《博
鳌，习总发去贺信》 下，网友“pz”留言认为，贺
信内容体现的是“大国风范，文明典范，立足亚
洲，面向世界”的态度。网友“长生殿”称，“厉害
了，我的国。”网友“感恩-责任”认为，博鳌亚洲
论坛的作用正在于“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谋求共
同发展”。

当地的风土人情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22 日，在论坛开始之前，新华社制作了 100 秒的
微视频 《飞“阅”博鳌》，从空中带大家领略了海南
博鳌的美丽风光。此微视频在微博上也获得了环球
杂志等账号的转发。网友“瑞明”表示，“看完视频
回想起了自己和家人在海南旅游时的所见！博鳌真
美，祝论坛成功。”
23 日，中国日报在微博上发布文章 《博鳌亚洲
论坛热词前瞻》，用中英文双语解释了工匠精神、直
热点话题引多方讨论
播经济、数字货币、创意经济等在各个分论坛上值
得关注的热词。网友“小小”说：“英文翻译有意
“博鳌论坛汇集了中国经济界的‘大佬’。普通
义，都背下来了！”而在近日，论坛结束后，微博账
百姓关注的经济问题，实际上博鳌论坛上的很多专
号 CGTN 法语频道，则制作了视频，用法语解释了
家都会谈到。”网友“悠悠 yo”的这番言论，的确得 “博鳌”这座小城的由来和历史故事。
到了印证。
25 日，微博账号央视新闻发布了一条关于博鳌
3 月 26 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论坛分论坛上
美食的微博：“吃货绝对不能错过！品味舌尖上的海
表示，在实施多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本轮政
南。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期间，主办方在会场
策周期已经接近尾声，即货币政策不再像过去那样
设立了海南特色美食区。椰子鸡、清补凉、芒果肠
宽松。周小川称：“现阶段，我们应重点强调结构性
粉、椰子饭……年会结束后这些区域还将连续 3 天对
改革和长期的战略调整，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公众免费开放！”微博还附上了一段近 40 分钟的视频
这个信号至关重要。”这一表态立即引发了媒体以及
直播，主持人逐个向观众介绍海南的美食。该微博
网民的关注，在各个微信公众号上也出现了大量的
下的网友评论达到了 2000 条，留言中，各种海南美
解读文章。
食 都 有 自 己 的 拥 趸 。 网 友 “im” 在 留 言 中 开 玩 笑
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将周小川的这一表述与
说：“民以食为天，建议大家还是一起先吃为敬！”
各地的楼市调控政策关联起来分析，指出：“高层明
26 日，微博账号军报记者则发布了一组照片，
确表态，货币宽松周期结束，除了频频通过公开市
是武警海南省总队的官兵们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
场操作悄然收紧流动性，相关房贷也被纳入严格监
间执勤时的样子：在海南的炎炎烈日下，他们全副
管流程，楼市资金的大输血包将渐行渐远，可谓对
武装、队列整齐，执勤时认真负责的神态令人感
炒房客的当头一击。”该文一经发出就引起了网友的
动。还有女兵们为了展现最美的笑容，用嘴咬着筷
讨论，一天之内阅读量就超过了 10 万次。网友“懒
子在训练。此条微博中写道：“帅气+担当，他们是
人蕉”留言支持文章观点，认为“量化宽松政策的
博鳌亚洲论坛的另一张名片！3 月 26 日，以‘直面全
结束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需要等待
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圆
政策的幅度与力度。在货币政策明朗化以后，房价
满落下帷幕，武警海南省总队以‘最高标准，最严
后续的走势则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路径图。”
部署，最强措施’的安保标准，圆满完成安保任
自媒体账号“牛弹琴”也发表文章 《周小川突
务，赢得了中外来宾的高度赞扬。”网友“彩色的赵
然说了几句话，句句针对楼市，意味深长》，其中指
小 柒 ” 留 言 称 ，“ 最 帅 的 男 人 都 在 当 兵 了 ！” 网 友
出，根据周小川透露出来的信息，“中国会发出明确 “糖糖果”说：“辛苦兵哥哥们！执勤不容易，他们
的信号，告诉人们不要太依赖货币政策。这个大的
是会场外一道风景！”
转向非常明确。但在表述上，只是‘不要太依赖’。
言下之意，货币政策依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
用，但力度一定是大不如前。”文章还称，中国楼市
已经步入拐点期，“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小川这番
露脸非同一般。”
在微博上，中国经营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凤凰财经、新浪财经等微博账号，也都对博鳌论坛
上周小川的表态进行了关注，引发了大量微博网友
的转发、评论。香港文汇网、香港 《南华早报》 等
境外媒体，也都就此话题展开了报道。

会外趣闻增进了解
除了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各种严肃话题引发网民
讨论，围绕论坛会外的报道也颇能吸引目光。而这
些报道与讨论，也让人们对于博鳌亚洲论坛、博鳌

图为微博上发布的照片：武警海南省总队的官
兵们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执勤。

杨柳青时忆故人

清明节将至，又到
了纪念逝者与缅怀先烈
的日子。全国多地都举
办了纪念英烈的活动。
◀ 图 为 3 月 29 日 ，
老军人在安徽亳州皖北
烈士陵园敬献鲜花。
刘勤利摄 （新华社发）

希望月娥能不负“铁娘子”的威名，不光为香港繁荣富
强做贡献，更要为香港的长治久安做贡献，要敢对“港独”
分子用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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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安好”
同志哥的笔记写得太认真了，标注清晰，胜似现场解
读。同志哥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让我们共同借鉴吧。学
到做到，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更美好的中国。点赞！

网友“道法自然”
边学习边理解，边学习边思考，且认真记录，这位组员
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点赞！

微信公众号 “ 侠客岛
微信公众号“
侠客岛”
”《【专访
《【专访】
】 澳前高官
澳前高官：
：我
们想知道，
们想知道
，中国会怎样领导世界
中国会怎样领导世界》
》
网友“队长”
大国的成长，充斥着太多的不易。而我等之辈，只能努
力做好本职工作，为大国崛起尽一份力。
网友“杨宇不会飞”
在我看来，世界未来更有可能是多个强国共存，而非只
有一个超级强国的存在。美国的出现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而
中国如今的崛起，不是要取代美国去领导世界，只是逐步在
成为领导世界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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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枚”
公平正义，民之所盼。为习总点赞！
网友“1 不 1”
给了普通百姓希望！司法，历来是最难处理的领域之
一。作为国家利器，使用者的素质、责任心、对事实和法律
的尊重敬畏，都非常重要！人不可全善，故关键在监督，特
别是全民监督。

境外热度
《人民日报海外版
人民日报海外版》
》“望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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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BBC Monitoring Asia Pacific、文汇报等转引
中国之所以能在中东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关键在于中
国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职责，支持由联合国主导
的中东问题斡旋努力。二是中国致力于发展，认定要破解中
东的难题，终究要靠加快发展，并愿意为中东发展做出积极
努力，促进合作共赢。第三，中国在中东不寻求排他性利
益，不与其他大国争夺霸权，不搞拉帮结伙，而是坚持客观
公正立场，引导各方化解彼此分歧。
可以想见，中国作为一个在中东拥有重大政治、经济和
安全利益的发展中大国，将在中东地区发挥越来越大的建设
性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
人民日报海外版》
》 文章 《中国向世界市场转型
中国向世界市场转型》
》

被文汇报、钜亨网等转引
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漫长低迷期，在严峻形势下，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高达 6.7%。“未来 5 年，中国经济
仍会保持 6%-7%的中高速增长。按照这个速度，中国经济每
年增量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中国作为
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地位不会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全
球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宋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人民日报海外版
人民日报海外版》
》 文章 《赴台陆客人数断崖式下
跌》
被香港新闻网、聚财网、钜亨网等转引
▶湖北武汉龙泉山孝恩园举行树葬推广 20 周年纪念暨树葬安葬活动。据
了解，孝恩园墓区从 1997 年起开始倡导生态环保葬，现已长眠了 4720 位生态
环保葬践行者。“生态环保葬”采用不立碑、骨灰不保留，使用降解骨灰盒落
葬的方式，达到骨灰自动分解、回归自然、土地循环利用的目的。目前，孝
恩园有树葬、草坪葬等多种绿色殡葬方式。
图为 3 月 29 日，人们在树葬的墓穴前悼念故人。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比起冰冷的数字，台湾旅游业的生存境况更能反映现
实。以大陆游客过去最爱的景点日月潭为例，台湾南投县长
林明溱近日受访就表示，南投的陆客量已减少 2/3，过去日月
潭都是人等船，现在是船等人，最惨的是还等不到人。
过去几个月，关于岛内旅游业者掀起降价和倒闭潮的报
道屡屡见诸报端，但绿营政治人物总是可以拿出一些相反的
例证，以示“我们没害惨旅游业”。
（栏目编辑：李

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