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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一周网事

境外热度

网友心声

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十九大倒计时10天，说出你

的心里话》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十九大倒计时十九大倒计时1010天天，，说出你说出你

的心里话的心里话》》

网友“淼儿”

我是 2009年 5月在大学入党的，参加工作后，渐渐地感觉到政治和
民生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有了实际的社会经历，更能体会党中央全面
从严治党的用心。我愿意终我一生贡献于党的事业，希望我们的党能不
忘初心，继续抓建设，为人民造福。

网友“flycrzz”

今年考研，我之前并没有太多了解党的宗旨，党的思想，党的历
史。今年学习政治才发现，尤其是学习近代史纲要后，真的为我们党而
自豪。希望祖国越来越强盛，自己和小伙伴们能为祖国的明天贡献青
春，贡献应尽的责任。

网友“克里斯”

我是一名在祖国西部支教的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也是一名共产党
员。我们也是学校组织的第五批支教成员。五年来，在我们一代又一代
研支团成员奉献西部的同时，也深刻感受到国家对西部教育事业的不断
扶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教
育事业，尤其重视欠发达地区的教育，不断促进教育公平。从破砖烂瓦
到坚固房屋，从普通黑板到电子投影，下山的路通了，学校的操场也投
入使用了，这五年，学校的硬件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九
大即将召开，我们更加期待，所有的孩子都可以享受到更加充足、更加
优质的教育。

网友“汪汪”

我在2014年11月1日入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激浊扬清，坚定不移反
腐倡廉，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反腐永远在路上！千百年历史证明，只有
廉洁奉公，立党为民，一个党才有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希望全党能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迎接党的十九大，踏上新
的伟大的胜利长征路！作为一名普通基层党员，我一定听党指挥跟党走！

网友“张小俊”

2011年有幸入党，2015年成为一名乡镇基层公务员，2017年到中央
党校读研究生。从基层工作，看到了五年来在基层，扶贫攻坚、全面从
严治党、医保全覆盖、社保逐步城乡统筹、城镇面貌焕然一新、城乡居
民收入显著提高、美丽乡村建设等各方面的变化。作为一名年轻的基层
党的干部，定将不忘初心，踏实工作。用自己最优的表现，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网友“申玉彪Shen”

期待党的十九大后，中国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做出顶层设计，
指导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将中华文化中积极处世之道
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结合，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

网友“友善东”

永远跟党走，是我们全国群众最朴实真诚的心里话！

网友“阿蕾酱”

我是一名大学生，今年 12 月份将成为正式党员。看着祖国不断进
步，慢慢变好，内心无比感慨。真正陪伴在我们身边，不离不弃的只有
伟大的祖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我要向党和祖国表白！

网友“钟诗民”

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要写入党申请书，争取早日入党！

网友“心灵港湾”

中国共产党总能在历史关键时期做出正确的选择，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正在于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根植于内心。党的十九大也将会是一
个新的历史起点，必将载入史册。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望海楼””文章文章《《不忘历史不忘历史 开创未开创未

来来》》

被BBC Monitoring Asia Pacific等转引

金秋十月，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中共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
会。会议必将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擘画出中
国未来发展新蓝图。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要继续继承和弘扬英
雄精神，将其融入民族精神血脉，凝聚起全民族团结奋进的共同意志，
让“强起来”的文化自信更深厚。

“对一个节日最好的纪念，就是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在决胜全面
小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让我们继续秉持英雄
精神，沿着英烈们开辟的复兴之路奋力前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开创中国发展新的更美好的未来。

（以上栏目编辑：李 贞）（以上栏目编辑：李 贞）

网友“煌”

愿我中国越来越好，这些设想都在未来一一实现，期待……

网友“骄傲我在太平洋”

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更高了。

网友“张”

信息化速度太快了，再不努力就跟不上国家的步伐了！要与时俱进。

网友“离地一厘米飞翔”

幸福生活在招手，当下努力加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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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中国梦的内涵是什
么？这五年的路，我们怎样走过？未来我们又将
如何继续前行？

从 10 月 5 日起，中央电视台推出了 7 集大型
政论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全片共分《举旗
定向》《人民至上》《攻坚克难》《凝心铸魂》《强
军路上》《合作共赢》《永立潮头》7集。

该片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5 年
来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展现决策理念、重要顶
层设计酝酿提出的时代背景、深刻内涵和奋力推
进的过程。

从一个个新鲜的提法，到一件件生动的故事
案例，政论片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在网络上鼓舞了人
心，凝聚了共识。网友们纷纷表示，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决心，更是全国
人民的共同期盼。

网络反响热烈非常

一条选准的道路、一个根本的宗旨、一场伟
大的改革、一座精神的大厦、一支英雄的军队、
一个缘自中国的构想、一个担当重任的政党……
政论片用7集的篇幅，讲述了5年来中国人民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走过的不平
凡的道路。从 10月 5日播出至今，政论片在网上
掀起一片舆论热潮。

打开“百度指数”，搜索关键词“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可以看到一个涨势明显的搜索指数曲
线。据“百度指数”统计，近 7 天在百度上搜索
该政论片的数值整体同比增幅高达604%，整体环
比增幅超过1000%，并在10月9日达到峰值。

各大央媒官网也开始了转发行动。
人民网、央视网、新华网等纷纷转发了政论

片链接。其他网媒也进行了转发和推送。凤凰新
闻客户端精心制作了“4 分钟速览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的短视频专题，每集用 4 分钟的篇
幅概括50分钟左右的内容，方便手机用户阅读观
看。

在爱奇艺、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的官方首页
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在头条区置顶推送。
点开每一个推送链接，网友们都可以看到与该片
相关的“喜迎十九大”专题页面。《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 的每一集，在主要门户网站上的点击量
都上百万。仅腾讯视频上一条该片第七集 《永立
潮头》的短视频，就有937.5万次播放量。

门户网站也纷纷发表或转发评论文章。
其中，求是网发表题为 《把“不忘初心”化

作“继续前进”的力量》 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永远在路上，只有让“不忘
初心”成为共产党人的自觉坚守，党和人民的伟
大事业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和讯网转发题为 《不忘初心共筑梦，砥砺奋
进书华章》 的评论文章，引用了海南省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湾岭镇鸭坡村驻村第一书记秦家越的
观后感：“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可能创造让世界
惊叹的脱贫奇迹。我们要不忘初心，把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继续前进，带
领老百姓把好日子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

网易新闻转载了 《华商报》 的评论。评论
称，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和发展工程、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
革，还是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
在文化铸魂的脉络中，中国实现文化强国的路径
越来越清晰。

好故事获得网友点赞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
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
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
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
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
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
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
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于是由此就说了
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这是 2012年 11月 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的一个故事。他提到
的那本书，就是展柜里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这个小故事收录于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的第一集 《举旗定向》。10 月 6 日，搜狐号“安
徽日报 mp”发表了一篇题为 《珍贵视频｜习近
平总书记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意味深长！》 的
文章对片中的故事进行分段截取和转载。从真理
的味道到习近平的初心，从“四个全面”到五大
发展理念，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把5年来中国共产
党如何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实践讲述得细致精
辟。文章就此评论说：“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
定命运。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
台、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无比强大的前进定
力，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7集政论片，每一集围绕一个大主题，以讲
故事的方式切入，深入浅出地把这 5 年中国共产
党的执政工作讲清楚、说明白。赢得网友好评如
潮。

在第一集中，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
干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事业不能停顿，因为我们
这个民族，我们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爆发一
下，爆发了干什么呢？就是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看到这一幕时，网友“小霸
道”激动地连发两条评论：“厚积薄发一鸣惊人，
期待中！”“世界舞台，看我中国表演！”网友“玫
瑰”则感慨：“厉害了，我的国！”网友“心”表
示：“支持习总书记，坚定信念！”

评价第二集 《人民至上》 时，网友“lan-
shi58”说：“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紧跟习总书记，撸起袖子加油干！”网友“回
忆 ago”认为：“我们要团结奋进，走中国道路。”
网友“英英”说：“人民至上是人民的幸福。”网
友“挽手说爱你”则感慨：“作为中华儿女，我们
感到无比自豪！”

在看到 《攻坚克难》 时，网友“已过期”评
论道：“将改革向纵深推进，讲述生动的中国故
事。”网友“迷妹儿”则表示：“我们只要下定决
心、不畏困难，勇往直前，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
服，我们能取得胜利。”观看了《凝心铸魂》的网
友“清舞云端”表示：“相信在习总书记的带领
下，中华民族一定会立于世界民族强盛之林！”被

《强军路上》 感动的“蒹葭燕”则兴奋地说：“希
望祖国尽早实现强军梦，祝福祖国强大辉煌！”

拥护共产党成为网络共识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不仅讲述了中国共产
党的初心和实践初心之路，更让网友们坚定了坚
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识。

从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网友“终身知己”说：“5年来，我们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砥砺
奋进，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
要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旗帜鲜明，道路正确，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从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看党的宗旨“为
人民服务”，网友“骑着小猪逛逛”感慨：“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后，家乡富裕了。村子里有了文化
广场，文化活动更丰富了。道路硬化了，出行更
便捷了。通了互联网，在家就可以把农产品卖出
去，生活越来越好了。得益于党的好政策，让我
们共同努力吧！”

从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看全面深化改
革，网友“明天会更好”兴奋地说：“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在多个领域实施多项改革举措，推进改革全面发
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
获得感。我要为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点赞！”

从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看文化强国，网
友“站在春风里”满怀深情地说了 6 个“不忘”：

“不忘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忘实现中国梦的奋
斗目标，不忘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忘中国共
产党、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写就的历史，不忘
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的
壮丽篇章，不忘中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奋发有
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和青春气质。”

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看强军大业，网友
“MYIGU”的评价冷静而深刻：“今日的中国，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人民
军队必须要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在强军目
标的引领下，才能为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

从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看中国共产党的
自身建设，网友“gsmltxz”分析说：“要让巡视制
度发挥震慑作用，成为党之利器、国之利器！”

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看大国外交，网友“园
园”说：“中国以正能量引领世界和平发展，为实现
人类美好生活而努力。我们要为习近平总书记加
油，为中国共产党加油，为祖国加油！”

网友热议专题片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本报记者 杨俊峰

网友热议专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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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俊峰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里提到中国“复兴号”
列车的成功。图为在吉林长春的中车长客股份公司
高速动车组装配车间里，几列“复兴号”中国标准
动车组在进行装配。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金秋时节，辽宁本溪、丹东等山区红叶烂漫，吸引众多游客旅
游观光。

▶辽宁丹东天桥沟森林公园的红叶。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游客在辽宁本溪老边沟风景区观赏红叶。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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