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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共青团中央”《哆啦 A梦被称

“反日”，中国人还不知道他们有多么勇敢》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共青团中央共青团中央”《”《哆啦哆啦 AA梦被称梦被称

““反日反日”，”，中国人还不知道他们有多么勇敢中国人还不知道他们有多么勇敢》》

网友“Joanna小典”

小时候看漫画看过这个情节，但是并不知道这么深刻
的含义。现在看来又湿一次眼眶。

网友“张再”

“蓝胖子”看起来胆小软弱实则勇敢伟大，右翼分子看
起来强硬蛮横实则幼稚愚蠢。

网友“池程远”

作为一个狂热的大龄哆啦 A 梦粉，前几天看到这集真
的很感动，导演组确实有良知！

网友“Amy”

哆啦 A 梦剧组敢于直面历史，用历史来反映事实真
相，推翻日本右翼势力，告诉人们二战的真相，不扭曲历
史，不否认历史，希望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能牢记历史，让
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反思历史，为了中日关系更好的明
天而努力。

网友“一只淘气的橘子”

普通老百姓是不会喜欢战争的！希望中日关系友好和
平！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望海楼””文章文章《《对话是解对话是解

决朝核问题关键决朝核问题关键》》

被德国之声、今日美国、BBC、南华早报等转引

中国坚决反对所谓朝核问题“中国责任论”。中国多次
强调，朝核问题的核心是朝美矛盾，本质是安全问题。事
实上，连美国务卿蒂勒森近期也做出表态，朝鲜形势“不
怪”中国。

中国以实际行动劝和促谈。中国与美多次就朝核问题
深入沟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
亲自做美方工作。中方多次向美解释“双轨并行”思路和

“双暂停”倡议的意图和目标，说明施压和制裁不是解决问
题的唯一手段，促美共同推动朝核问题回到对话谈判轨
道。中国也与朝保持沟通。8月6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出席
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期间会见了朝鲜外相李勇浩，对朝
晓以利害，劝告朝方冷静对待刚刚出台的安理会决议，不
要再进行导弹试射和核试验。中俄近期也就半岛问题达成
高度共识，进行战略协作。

中国始终相信，只有在照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才能
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对话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各方应
相向而行，合作移除障碍。

（以上栏目编辑：李 贞）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央视新闻央视新闻”《”《中国公共场所无烟中国公共场所无烟

诉讼第一案诉讼第一案 我们期待的共识不止是禁烟我们期待的共识不止是禁烟》》

网友“丽De深深深蓝”

为提出诉讼的人点赞！公共场所吸烟者仍然很多，为
了自己的健康，是该行动了。就像文中所说，健康是一，
其他都是零。

网友“风语者”

向老一辈致敬，老一辈的战争智慧和谋略真是榜样！
能战方能止战！

网友“林”

生命太宝贵了，真是能不打仗最好不打。但真到了国
家领土受到侵犯的时候，哪怕代价再大也要打！

网友“王月明”

战争确实太残忍，在坚持原则前提下能和平解决就不
要动用武力，生命太脆弱，只有上过战场，经历过生死的
人才会更加明白和平的重要性吧。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岛读岛读】】 老兵亲述老兵亲述

19621962：：那一仗那一仗，，我们是怎么把印度打蒙的我们是怎么把印度打蒙的？》？》

微信公众号“侠客岛”《【解局】15年！中国

在反分裂斗争上再下一城》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解局解局】】1515年年！！中国中国

在反分裂斗争上再下一城在反分裂斗争上再下一城》》

网友“怪感觉”

在对土耳其的问题上，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外交突破。

网友“彬仔”

我的偶像朱婷在土耳其打球，我自然支持中土在经
贸、安全等领域更多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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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吴明霞”

稍安勿躁，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也不一定是对的，不要
武断地下定论，看真相，竟然如此令人感动，世界是如此
美好，多谢你们负重前行。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最美逆行最美逆行””的陪的陪

衬者是在逃命衬者是在逃命？？被真相感动了…被真相感动了…》》

从22到8，她们走得太快

《二十二》并非国内首部聚焦“慰安
妇”群体的纪录片，其导演郭柯执导的

《三十二》 短篇纪录片，早在 2014 年就
已在国外电影节上映。两部片子共同特
点是，都以电影开拍之际，中国内地

“慰安妇”幸存者数量作为片名。
然而时间不等人，8 月 12 日，幸存

者之一、位于海南的黄有良老人于家中
离世，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
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至此，幸存
者数量仅剩 8 位。这也让“慰安妇”这
一长久的话题，变得比以往更为紧迫。

用豆瓣网友的一句话来说，“她们走
得太快，我们来不及了”。

《她们在等待道歉，日本政府在等待
她们死去》，微信公众号“乌鸦电影”这
个标题，精炼的概括了“慰安妇”这个
群体长久以来的状况。短短两天之内，
这篇文章阅读量超过了10万，点赞量则
超过了7万。

在“猫眼电影”上，上映当日购票
用户打分就达到了9.5分，超过了99%的

电影。观众留下的热评包括“哭满全
场”“历史不容忘记”“满分推荐”“主题
沉重深刻”“缅怀勿忘”等。

在“百度指数”上，“二十二”这个
关键词的搜索指数，在 8 月 12 日时还只
有 5097，到 8 月 14 日就飙升到了 83175，
并持续上涨。

“这些老人之所以还能坚强的活于这
个世上，出现在镜头当中，不光是热爱
眼下的日子以及为自己讨说法，更多的
是想让现代的人们去了解并正面那段历
史往事。”正如“电影大实话”所言，

“影片的影像价值在于，背负着一个跨时
代的世界性历史话题，‘慰安妇’的问题
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也不是一朝一日
就能解决的。”

集中反思抗日

不只是“慰安妇”问题，8 月 15 日
这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72 周年，
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一系列话题都在近日
刷屏。

8 月 13 日，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媒体
之一——NHK 播出了揭露二战日军 731

部队的节目。
“今夜，我要为日本 NHK 电视台的

公正与正义鼓掌。这家领取了政府财政
补贴的半官方电视台，却在今夜播出了
一个 50 分钟的专题节目‘731 部队的真
实’，首次公开了包括关东军军医部长在
内的一大批 731 部队成员当年有关从事
细菌武器研究和进行活人人体实验的认
罪录音。迄今为止，我们只发现一些文
字资料，如今多达 20 小时的认罪录音，
完整地还原了当年 731 部队的暴虐，难
能可贵！”8月13日，位于日本的亚洲通
讯社社长徐静波一条微博，引发了微博
上一个热门话题的诞生。这条转发量超
过了 3 万的微博，引发了网友们翻译这
一视频的热情。很快，微博上便出现了
这部片子的中文字幕版，人们纷纷转发。

8 月 14 日，世界“慰安妇”纪念
日，韩国首尔市 151 路公交车迎来了特
殊的乘客，一位身着传统黑白韩服的身
形较小的“少女”，参差短发，紧握双
拳，赤足点地，与市民一起坐车。据介
绍，载有“慰安妇”少女像的公交车从
当天起，将运行至 9 月 30 日。该路线共
有 34 辆公交车运行，其中 5 辆车内部将
载有少女像。在“新华视点”的这条微
博后面，有超过 540 条网友留言，1500
多位网友点赞。网友“向前看的回忆”
的评论引来了许多人点赞：“这样才能深
入人心，是民众意识到曾是受害者。”

8月15日，日本天皇明仁连续第3年
在讲话中提到“深刻反省”，并在讲话之
后，站在原地久久不动。此举，与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连续 5 年发言不提反省形
成了鲜明对比。日本天皇这一举动也引
发了中国网友关注、议论。

《勿忘“8·15”！留住“变薄”的历
史！》，新华社新媒体专线发布的视频，
向网友们这样呼吁。

冲击纪录片票房纪录

受题材、类型等多方面影响，电影
《二十二》 首日排片仅有 1%，通过各方

明星、媒体和网友们的自发声援，排片
量一路飙升，上座率持续居高不下，到
8 月 16 日，根据“猫眼电影”数据，票
房达到 2653.4 万元，高居票房榜第二
名，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

各地媒体、网站也在电影上映后，
纷纷去寻找这些“慰安妇”幸存者。广
西电视台采访到了居住在桂林荔浦的

“慰安妇”幸存者之一韦绍兰老人。老
人今年97岁，还能自己梳头，走路，身
体还比较硬朗。她当年被日军侵害后留
下的儿子罗善学，也已72岁高龄了。韦
绍兰的外孙武春华说，最近他几乎天天
要往镇上跑，因为好心人寄给外婆韦绍
兰和舅舅罗善学的包裹实在是太多了，
很多人都不留名字，“都不知道谁寄来
的”。

“请大家对这部明天就要上映的纪录
片给予关注。”8月13日，导演冯小刚转
发演员张歆艺发来的短信，呼吁网友们
去支持这部电影。张歆艺是 《二十二》
的出资人之一。这条微博在短短几天
内，转发量达到了 12.3 万条，点赞量超
过了19万。

让人感动的是，众多网友还是这部
片子的出资人。《二十二》 从前期筹备、
制作到后期上映，历经坎坷，因此，电
影出品方曾面向全国范围发起募集 100
万宣传费的众筹公映活动，3 万多人参
与。电影上映之前，在38个城市大规模
超前点映中，许多曾参与电影众筹公映
活动的众筹网友，也得以参与其中。

“一个成熟的电影市场，除了要有
《战狼 2》 这样的超级大片，也要有丰富
多样的类型片。电影是娱乐，但又不止
是娱乐，还承载着记录家国历史、反映
社会现实的功能，纪录片是非常重要的
电影类型。”“淘票票”总裁李捷在个人
认证微博上表示。

目前中国纪录片的票房纪录是陆川
导演的 《我们诞生在中国》，票房 6656
万，如果 《二十二》 能够打破这一纪
录，对国产纪录片、对中国电影产业都
将具有里程碑意义。

热议《二十二》：

历史不容忘记历史不容忘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少华刘少华

一部从商业角度分析有些小众的电影，在网上刷屏之后，正冲击着中国纪录
片的票房历史记录。电影《二十二》在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天上映，从一开
始的冷清，到媒体、名人和网友共同呼吁下，排片数量不断飙升，见证着中国社
会对于这段家国历史的态度。

“慰安妇”，是日本侵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的随军性奴隶，中韩历
史学者认为主要是通过诱骗和强迫。如今，幸存于世的“慰安妇”越来越少，人
们的关注理应越来越多。而对于抗日的诸多反思，也在近日集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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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人常说“民以食为天”。与各地美食相
关的话题，总能引发大家的关注。

▶近日，内蒙古武川县第五届莜面美食技能大赛开幕。武川县素
有“莜面之乡”美誉，是我国莜麦的传统种植区。图为参赛选手制作
武川莜面。 马建荃摄 （新华社发）

▼第 28届美食博览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图为参展商在传
媒预览活动上推介食品。 新华社记者 刘 昀摄

“慰安妇”受害者李美金在海南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家中。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电影《二十二》在拍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