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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热度

网友心声网友心声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大国担当大国担当！！习近平习近平

在联合国读了她的日记在联合国读了她的日记，，背后故事让人落泪背后故事让人落泪》》

网友“张桂兰”

向中国维和女警察和志虹致敬！

网友“刘怀明”

愿世人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
才是人间正道。

网友“陌若安生”

展现了大国应有的气质和能力，为中国军人点赞！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望海楼””文章文章《《香港法治香港法治

精神不容亵渎精神不容亵渎》》

被BBC Monitoring Asia Pacific、明报等转引

过去几年来，反对派不断鼓吹“违法达义”，唆使年轻
人违法犯罪，挑战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宁，挑战香港
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挑战香港的法治基础和法治尊
严。在黄之锋等人案件改判结果出来之后，反对派恶毒攻
击律政司、辱骂法官，大作“政治文章”，企图误导国际视
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让人一再清楚地看到，是谁
在捍卫香港的法治精神，又是谁在动摇香港的法治基石，
破坏香港的整体形象。法治精神是香港社会最重要的核心
价值之一，不容亵渎。对于任何损害香港法治的言行，必
须人人共讨之。

（以上栏目编辑：李 贞）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新京报新京报”《”《我们一起帮我们一起帮““11元购元购

画画””筹得的筹得的15001500万万，，会被如何使用会被如何使用？》？》

网友“二潘家的小伙计”

任何事情都要往好的方面想，少把一些从自己心底阴
暗面带出来的东西强加到干实事的人身上。

网友“王天源”

我对此活动表示支持，希望募集的资金可以被合理有
效公开的分配使用。

网友“上”

只希望妥善使用钱款，公众的善心不该被消费。

网友“传媒老徐”

在朝鲜问题上，中国无论对美韩还是朝鲜，都应该表
示明确和坚决的态度，因为朝鲜局势涉及中国的核心利
益，对任何一方的模糊暧昧都可能成为另一方误判和铤而
走险的因素。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速读速读】】新一轮军备新一轮军备

竞赛竞赛？？特朗普的危险游戏特朗普的危险游戏》》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团结湖参考团结湖参考”《”《通路好麻烦通路好麻烦，，封封

路多简单路多简单》》

网友“南天一苇”

城市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板子不能都打在交警身
上。个人非常认可青岛交警的反应速度，他们对民意的在
乎正是社会所需要的，当然更期待以后作出的决定更周全。

网友“李兆颖”

青岛警方是经过调研的，晚上在六点半之后的几个小
时通行车辆减少，只有几十辆，而且附近多是机关单位和
企业，影响不太大。

网友“西奥”

现代社会是一个规则社会，没有规则现代社会无法运
转，一切的社会活动都要在规则下进行，否则就乱套了。
现在的矛盾不在暴走团，而在暴走团是否遵守规则，不能
因为人多就践踏规则，否则一直受谴责的闯红灯过马路是
不是也可以鼓励？反过来也应该反思过去政府的城市建设
思维模式，该修广场的地方就修广场，否则居民连走路的
地方都没有。

网友“玉美”

全民健身的方式很多，你打你的球，你游你的泳，我
走我的路，应该大家一起包容才是。

网友“易安一老翁”

我曾去过这个美丽海滨城市，很美！厦门人也很热
情！这次“金砖”盛会定会给厦门增添其独有的魅力。

网友“子羚”

我在厦门，我爱厦门！祝愿美丽的鹭岛在世界舞台上
绽放最耀眼的光芒！

网友“boom”

除了软实力，熟知的好风景，厦门的硬实力也是“杠
杠的”！期待厦门在这次“金砖”会晤期间，以耀眼的姿态
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魅力！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新华社新华社”《”《美翻美翻！！迎迎““金砖金砖””盛盛

会会，，新华社带你全景游厦门新华社带你全景游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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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展现中国外交领域的新思想新战略新
实践新成就，中央组织拍摄了6集大型政论专题片

《大国外交》，自 8 月 28 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
道播出，并在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

这部专题片一经播出，立刻在网上激发热烈
反响，不少网友纷纷感叹“被中国力量所深深震
撼”，“我们的祖国是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大
国！”“中国真棒！”网友“张现军”说：作为中国
人，每每看到这些场景，从中都能深切感受到我
们国家繁荣昌盛带来的荣耀，对我们国家，对中
华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不禁油然而生。

全景展现恢宏历程

这部政论专题片由中宣部、新华社、中央电
视台联合制作。全片共 6 集，分别是 《大道之行》、

《众行致远》、《中流击水》、《穿云破雾》、《东方风
来》、《美美与共》。该片通过大量权威访谈和鲜活故
事，既勾勒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框架，也展现
了新时期中国外交波澜壮阔的宏伟实践，反映了中国
外交给人民带来的获得感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等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世界回响。
这部专题片一经播出，立刻引发了众多关注。百

度指数显示，“大国外交”一词的搜索指数，在28日
该片播出当天，上升到了2万以上，在29日更是上升
到了 52976。在人民日报客户端上，播出的 4 分钟速
览各集的介绍片，浏览量均超过了30万。

28日起，跟随着播出的节奏，新华国际头条的微
信 公 号 依 次 推 出 “ 让 你 读 懂 中 国 外 交 的 ‘ 大 门
道’”、“看中国如何扩大‘朋友圈’等”文章，介绍
每一集的核心内容，并在每集中附上了该集撰稿主笔
的视频访谈，新颖的传播方式得到好评。在该微信公
号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
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
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是中国之中国，也是世界之
中国。从国与国相交，到人与人的往来，中国与世界
共同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活的共赢故事，中国梦
与世界梦交相辉映。中国有决心也有能力与世界各国
一道，开创繁荣美好的未来！

青年之声微信公号发表文章说：这是一个日新月
异的世界。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世界。这是习近平为
当代中国标注的历史新方位，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
基准坐标。

光明日报发表的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的文章指
出，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目前正在热播，作为外
交战线的一员，观看此片，备感鼓舞。这部专题片勾
勒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框架，展现新时期中国外
交的宏伟实践，也反映世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的积
极回应。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
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根据央广网的报道，看
完 《大国外交》，郑州大学研一学生郑佳就发了一条
朋友圈“厉害了，我的国”点赞中国外交。

外交细节感动网友

“《大国外交》揭秘也门撤侨：祖国护你回家比
《战狼2》更燃！”

29日，多家微信公号都在介绍该片时，都突出了
这样的细节，这个标题的背景，是 2015 年年初，也
门安全局势突然恶化，战火迅速蔓延。600多名中国
公民受困也门。撤离，刻不容缓。当此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果断命令，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即刻前往撤侨！

这是我国第一次动用军舰来执行撤侨的任务。9 天
内，629名被困同胞被全部安全撤离。中国军舰还先
后帮助撤离了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埃塞俄比亚、埃
及、新加坡、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等 15 个国家的
279名外国公民。

“观看专题片后，最难忘的是也门撤侨的影像片
段，当看到中国军舰来接中国侨民，横幅上写着‘祖
国派军舰接亲人们回家’的镜头时，我的眼泪止不住
了。”吉林师范大学的学生杨婷婷说，看完 《大道之
行》后，最真切的感受是，强大的祖国给了人民安全
感。

网友“HJC”说，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装着我们
的祖国，每一个中国人的背后都站着我们强大的祖
国！一声令下，便有无数的“战狼”驰骋远方！

29日，人民日报微信公号的一篇报道，以“大国
外交背后：没时间吃饭，吃饼干……出访时习近平的
日程以分钟计！”这句话作为标题，这部专题片所反
映出来的细节，感动了无数网友。

这部专题片显示，虽然每一次出访时间都很紧
张，但习近平还是愿意挤出时间走访更多地方、安排
更多会见、参加更多活动，这使得他的日程安排常常
要精确到分钟。

外交部翻译周宇在片中介绍说：“他确实经常吃
不上饭。有一次完全没有时间吃晚饭。主席的警卫员
趁着从一场双边 （活动） 到另一场双边 （活动），就
塞了一盒饼干给我，说你待会到车上让主席吃几块垫
补一下，别太饿着了。”

这样的感人细节还有很多，也打动了无数网友的
心。

网友“铁军”留言
说：牵挂人民的人也被
人民牵挂着，热爱人民
的人也会被人民热爱着。

网 友 “ 林 禾 之 光 ”
留言说：大国外交体现
出 一 个 国 家 的 综 合 实
力，我国一直倡导和平
外交，在国际上享有盛
誉，值得我们每一个中
国人骄傲和自豪。我们
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是
中国人。

感触深刻的还有一
些在华外国人。根据长
江云的报道，专题片播
出之后，媒体走进湖北
工程学院，探访在鄂留
学生。正在当地学习的
Adama 是几内亚人，他
说，“一带一路”在全球

掀起了“汉语热”，几内亚也不例外，现在几内
亚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学好汉语有助于他更
快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凝聚共识增进信心

专题片播出后，求是网刊发的文章表示，
随着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深刻演变，国际社
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
能缺席，这需要一个大国的担当和作为。

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之中国，世界之
中国”的文章指出，中国之中国，也是世界之
中国。有以人为本打通各国人民同理心和共情
心的智慧，才能凝聚这么广泛的共识；有联通
中华传统与现代中国、会通中国文化与世界文

明的视野，才能获得这么丰厚的成果；有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全球观与文化观，才能让中国梦与世界梦
共通共融、交相辉映。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中国有决心也有能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
梦想，有决心也有能力与世界各国一道，开创繁荣美
好的未来。

多彩贵州网刊发文章指出：正如片中所言“这是
中国之中国，也是世界之中国。”在举国人民的共同
努力下，我们的祖国已经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以更
加伟岸的大国形象向世界展现自己的中国力量。通过
专题片，所有的中国人民无不有感于大国外交，感叹
于中国力量。

面向未来，放眼寰球。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
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中国外交，不忘初
心。

网友“春日阳光”留言说： 中国声音、中国方
案、中国智慧、中国态度、中国道义……大国外交，
是拼实力，拼智力，更是拼道理，拼胸怀！我爱你中
国！

网友“燕可儿”表示：刚看完，很骄傲！“独行
快，众行远”，中国倡导合作共赢，为全人类的发展
谋福利。

新华国际时评刊发题为“大国外交与世界同行”
的报道指出：《大国外交》 正在热播，人们的思考还
在继续。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
好。展望下一个五年，中国有决心也有能力进一步发
挥正能量、影响力，与世界各国一道，让中国梦与世
界梦交相辉映。

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开播

网友盛赞“中国真棒”
本报记者 叶晓楠

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开播

网友盛赞“中国真棒”
本报记者 叶晓楠

厦门，准备好了！

▶厦门是一座面向大海的海
滨城市，生态环境优美，曾获得
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人居奖等
多项荣誉。图为一艘快艇从厦门
演武大桥附近海面驶过。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摄

9月3日至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在厦门举行，这座海上花园
城市已准备好以靓丽的风采迎接全球嘉宾。

▲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的厦门鼓浪屿以其风格迥异、
中西合璧的建筑，富有特色的商
铺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图为
一对父子在鼓浪屿街边休息。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图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参谋长将联合国旗交到中国第16批赴黎维和部队
指挥长黄云手中。 新华社记者 李良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