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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人民网”《公交司机宁肯不发

车也要等两个小姑娘，真相暖哭……》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人民网人民网”《”《公交司机宁肯不发公交司机宁肯不发

车也要等两个小姑娘车也要等两个小姑娘，，真相暖哭……真相暖哭……》》

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刘鹤最新表态：回

应近期股市波动、“国进民退”等热点话

题》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刘鹤最新表态刘鹤最新表态：：回回

应近期股市波动应近期股市波动、“、“国进民退国进民退””等热点话等热点话

题题》》

网友“张欤”

四个“必须”可否再加一个：必须完善法制体
系，严格执法，坚决剔除害群之马？这有助于提振民
营经济的信心。

网友“永铭记”

困难是暂时的，自信心还得要，未来总会好起来
的。

网友心声网友心声

转载排行

转载网站：约12次，联合早报、苹果日报联合新闻
网等转载。

在演讲最后，彭斯引用中国文豪鲁迅先生的话作
为结尾。鲁迅先生曾批评当时的部分国人对待别人要
么谄媚逢迎，要么轻视傲慢，不懂得真正的平等相
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鲁迅先生此语放到今天最
适用的对象，恰恰是共和党保守派自己。美国现任政
府成立以来，共和党保守派在思维上唯我独尊，在行
动上自私任性，到处挥舞大棒，罔顾他国利益关切，
只图自己趾高气扬，这不正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那类
只懂轻视傲慢、不懂平等相待的人吗？

如果彭斯和他的共和党保守派朋友们，真的愿意
躬行鲁迅先生所说的平等相待，那就应该多去研究中
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多去反思美方近年对中国的所
作所为，将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平等相待原则贯彻于
中美关系中，确保中美关系重回相互尊重、相向合作
与互利共赢的健康轨道。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文章《《鲁迅先生的话鲁迅先生的话，，

彭斯们要好好听彭斯们要好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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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解局解局】】又逢基层又逢基层

换届选举换届选举，，如何破解如何破解““一换就乱一换就乱””顽疾顽疾？》？》

网友“晚鲸”

为什么会贿选？背后必定有利益。这个问题要深
究。

网友“无忧”

基层选举上来的“村官”，应在上岗前进行业务培
训，熟悉乡村工作的方法，这样更有利于后续开展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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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学习小组”《”《习近平时隔习近平时隔66年年

再赴广东考察调研再赴广东考察调研，，有何深意有何深意》》

网友“克迪”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就是以一代
一代传递接力棒的形式，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网友“秦秦”

以永远在路上的信念，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伟目标，点赞。

网友“何盆栽”

开创新局面，最根本还是要靠改革开放！

网友“李瑞”

社会需要这种正能量。

网友“小曲儿”

在制度的框架内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更好的安排，
社会需要这种人性化的服务！为这位好心的司机和这
个车队的领导点赞！

网友“陌”

一件善事，在寒冷的季节里温暖了大家的心。

10月24日，首届“一带一路”非中艺术交流展

暨非中文化论坛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

本次展览以“走进肯尼亚·感知新非洲”为主

题，参展的110余幅作品中有近一半出自40余位非

洲艺术家之手。参加非中文化论坛的嘉宾围绕深化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非中文化交流进行了发言。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环球时报环球时报”《”《重磅重磅！！改革开放改革开放

40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发布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发布》》

网友“淡淡的雾”

大部分都是耳熟能详的名人。他们有企业家情
怀，实至名归。

网友“晨曦”

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
用。

伶仃洋上，海天一色、烟波浩渺，港珠澳大桥如同
一条巨龙飞腾在碧波之上，以气贯长虹的“中国跨度”，
展现当代中国的雄健风采。

10 月 24 日上午 9 时，从设计到建设前后历时 14 年、
被英国 《卫报》 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的港珠澳大桥
正式通车。在网络上，港珠澳大桥通车的消息成为最热
新闻，亿万网民难掩激动之情，为这项“世纪工程”的
雄姿喝彩。

世界之最，激扬志气

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洋，东接香港特别行政区，西
接广东省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总长约55公里，是

“一国两制”下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
通工程。

10月24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题为《港珠澳大桥
正式开通》 的文章，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港珠澳大桥
开通仪式上的深情寄语：“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创下多项世
界之最，非常了不起，体现了一个国家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奋斗精神，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
力，体现了勇创世界一流的民族志气。这是一座圆梦
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大桥建成通车，进一步
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是干出来
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情真
意切、鼓舞人心，在网友中引发了强烈共鸣。

网友“大新”留言说：“巨龙腾飞伶仃洋，光耀寰宇
颂神州。”网友“春利”说：“沟通从桥开始，三地的沟
通因港珠澳大桥的开通而有了历史性的推进，‘一国两
制’必将走向新的高度。”

10月24日上午8时39分，新华社官方微博“新华视
点”发布 《正在直播：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展示了
整座大桥雄伟的全貌和实地的通行体验。截至 24 日 22
时，该则发布获得了 400万次的浏览量和 20多万的点赞
量。有网友留言感叹：“中国工程，国之重器。”

港珠澳大桥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打破了多项世
界纪录。10 月 24 日，人民网转载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

《圆梦桥 同心桥 自信桥 复兴桥 （望海楼）》，细数了港
珠澳大桥的“世界之最”：世界上里程最长、设计使用寿
命最长、钢结构最大、施工难度最大、沉管隧道最长、
技术含量最高、科学专利和投资金额最多。

坐拥如此之多的“世界之最”，港珠澳大桥激扬了志
气。网友“安致慧子”说：“我为身后有这么一个科技强
国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港珠澳大桥丰富了“一国两制”实践。10月 23日，
新华网发表文章《一桥越沧海》指出：“‘一国两制’是

中国的伟大创举，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
智慧’。港珠澳大桥是在‘一国两制’土壤里生发出来的
一株新苗，充分印证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网友“腾讯微博-张弛”赞叹：“‘超级工程’中国
桥，彰显中国人的精神气！在伶仃洋‘作画’，在大海里

‘穿针’，港珠澳大桥每一项突破都标注着中国自主创新
的抱负。有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气神，自主创新之路
才能越走越通畅！我坚信，桥通了，人心会更畅通！”

攻坚克难，赢得敬意

天堑变通途的背后是一项项技术创新以及建设者的
奉献。

10月 24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表文章 《天堑
变通途！港珠澳大桥背后的“黑科技”你都知道吗》。文
章指出，从第一个人工岛成岛，到完成所有沉管浮运对
接；从海上埋置式承台施工，到超长钢桥面铺装……正
是无数个世界级技术难题的解决，才成就了今天的“超
级工程”。

“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则以动画的形式，解释了长达
55 公里的大桥，“究竟是如何建的？”“在大海里建两座
10万平方米的人工岛，怎么做到的？”“用巨型沉管建6.7
公里海底隧道，每个标准管节重约 8万吨，如何沉降？”
等世界性难题。

网友“小憨家的海螺”留言说：“同为路桥工程人，
虽未曾参建，仍深以为傲。”网友“丑大叔与小妖”赞叹
道：“今天为这件盛事而感动，感谢各位默默无闻的建
设者。”

伟大工程的背后，离不开默默奉献的建设者。10月
24 日，中国新闻网发表文章 《港珠澳大桥建设者：“我
们都成了港珠澳大桥人”》。文章讲述了以港珠澳大桥岛
隧工程总工程师林鸣为代表的中国桥梁工程师攻坚克难
的事迹。

“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发表文章《此刻，转发这条微
博，致敬大桥建设者》，以图片的形式呈现出一个个普通
建设者在通车时灿烂的笑容。8 小时内，此条微博转发
超过2万次，点赞超过10万次。

网友“2911CK”评论道：“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港
珠澳大桥建设的纪录片，全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很认
真很认真地看，我还特意写了日记，真的很感动！他
们的精神也在那段时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网友“赵脱
俗”留言说：“这座大桥从设计到建设前后历时 14 年，
正是一段青春最美好的光阴，转发致敬超级工程的建设
者们。”

在大桥的建设过程中，设计者还特意考虑到环保因
素。10月 24日，澎湃新闻发表 《港珠澳大桥花 3.4亿保

护白海豚实现“零伤亡不搬家”》 的文章，指出了为实
现白海豚“零伤亡不搬家”的目标，“研究人员300多次
出海跟踪，拍了 30 万张照片，对千余头白海豚进行标
识”；“举办白海豚保护知识培训29次”；“将工程可行性
研究阶段318个桥墩减少至施工阶段的224个桥墩”……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则以视频的形式展示了在通车
首日，5 只白海豚在港珠澳大桥附近海域嬉戏的场面。
据了解，伶仃洋海域是中华白海豚最大的栖息地。未
来，旅客通过大桥时，将有可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网友

“白·羽”评论说：“希望能保护好它们，别让它们受伤！”

联通民心，联通未来

港珠澳大桥通车了，网友们已经迫不及待要去“兜
风”了。

10月 22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 《港珠
澳大桥通车在即！这份通行攻略请查收》。文章囊括了大
桥路线、车辆通行、三地口岸通关、通行收费、安全保
障、配套服务等实用的通行攻略。网友“阿里一铭”点
赞道：“在珠海就读的学生表示现在去香港方便多了。”

10月 24日，“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发表题为 《港
珠澳大桥通车啦！这份“兜风”指南请收好！》 的文章。
文章通过 9张图片介绍了私家车怎么上桥、哪些车辆可
通行、如何通关、收费多少等大家关心的话题。

环球网发表题为 《港珠澳大桥开通：飞车上桥前先
看此攻略》 的文章，详细讲解了哪些车辆可以上港珠澳
大桥、车辆通行费用是多少、车辆上桥后能否掉头、车
辆上桥须购买三地保险等交通规则。

网友“喵了个咪”畅想：“在广州喝完早茶，坐轻轨
到珠海吃午餐，下午去澳门观光，晚上到港珠澳大桥兜
风，最后直达香港看夜景。”网友“悦如圆”也留言表示
期待：“港珠澳大桥是中国的一张名片，我一定要亲自体
验，感受一下我们中国人勤劳智慧的成果。”

内地私家车能否上桥“自驾游”，成为大家格外关注
的问题。10月24日，央视网上一篇《港珠澳大桥“自驾
游”这些通行“攻略”你必须知道！》 的文章指出，“目
前，具有粤港两地牌照的车辆，或者经过三地政府部门
许可的单牌车辆可以通行。为了满足更多旅客的需求，
特别开通了穿梭巴士和跨境直通巴士。根据设计，大桥
主体采用内地右侧通行规则，车辆到达香港或澳门口岸
后，根据交通标志指引再转为左侧通行。”

网友“牵~手”留言说：“为了这座桥，我要回家办
港澳通行证了。”

“大桥联通三地、联通民心、联通未来。”正如网友
“律姐”所言，港珠澳大桥在推动粤港澳三地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必将发挥强信心、聚共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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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在参观非中艺术交流展。

◀一名观众在非中艺术交流展上拍照。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港珠澳大桥香港段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