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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民企是好事救助民企是好事，，但小心有人浑水摸鱼但小心有人浑水摸鱼》》

网友“刘松”

政府救助也需要根据企业经营情况制定计划，对
于经营状况较好、面临暂时困难的企业予以救助，不
能一味给企业兜底，另外不应排除信贷抵押等手段。

网友“元宝山上一颗星”

强化监管职能，发挥审计作用，努力把政府救助
民企脱困资金用在刀刃上！

网友心声

转载排行转载排行

转载网站：约18次，中评网、倍可亲等转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西方的资金技术
进入了中国。对于帮助过中国的，我们永远感谢。但
也要说明白，这并非是单方面的恩赐，西方国家所收
获的，远远超出他们的付出。

从小处说，中国为世界奉献了大量价廉物美的消
费品，承接了大量中低端产业及其带来的资源环境转
移压力。

从大处说，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每隔
二三十年就要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到2008年金融危
机之前，却出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这离
不开中国的关键贡献。实际上，1973年前后，西方国
家已经普遍出现“滞涨”危机，经济繁荣即将结束。
不久，中国就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为面临产能过
剩、资本集中、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西方国家提供了广
阔的市场。西方纷纷加强对华合作，也是缓解其国内
经济危机的需要。如果没有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
家，这次金融危机恐怕30年前就要爆发了。说“搭便
车”，要问一下是谁搭了谁的便车？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望海楼””文章文章《《中国中国

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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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奋勇前行向着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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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习近平出访的这

两个国家，跟中国有段“逆袭”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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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国家两个国家，，跟中国有段跟中国有段““逆袭逆袭””情缘情缘》》

网友“肖永乐”

中国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西班牙、葡
萄牙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也为全球经济可
持续发展提供给了新的机遇。

网友“厚德”

朋友通天下，和平共交往。“一带一路”富，合作
世界安。

网友“十五哥”

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是负责任的大国，而且是极
重承诺、极重情谊的大国。国之交往，无非就是相互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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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党主席去党主席、、民进党选举惨败民进党选举惨败！！台湾台湾““九合九合

一一””为何翻天为何翻天？》？》

网友“依寒”

应该看到，只有统一和平，人民才能幸福。

网友“信天游”

国民党此次胜选，还需自省自悟，认清当前形
势，和平促进两岸统一。

网友“树洞里的猩猩”

打败民进党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不敢面
对历史，不敢正视历史，大搞“台独”，妄图分裂中
国，最终人心溃散，众叛亲离，自作自受。

本报记者 叶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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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着新时代阳光，我们迎来“中国梦”
提出六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6年来，以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指引，亿万中国人民，
在逐梦征程上结出累累硕果，并以梦想为旗，
向着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奋勇前行。网友“认
真学习”留言说：“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
斗志、团结奋斗，坚定全国各族人民跟党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和
决心。”网友“朱曙丰”留言说：“满满的自豪
和幸福，我爱你中国！”

提出六周年 获热切关注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参观 《复兴之路》 展览时指出：“现
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
的梦想。”

6年过去了，新时代的集结号已经吹响，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下，勠力同心、砥砺前行，取得历史性
成就。

在“中国梦”提出六周年之际，各大新闻
网站和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纷纷推出相关报
道，引发热切关注。

11 月 28 日，新华社发表题为 《心中有梦
想，脚下就有力量——写在“中国梦”提出六
周年之际》 的文章，指出“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中国梦’提出六周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一周年
……历史与未来在 2018年交汇，奔向梦想的脚
步从未停歇。”

微信公号“国博君”发表文章称，近日，
国家博物馆举办“中国梦与新时代”主题研讨
会，文中引用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的发言
说：“复兴之路”基本陈列、“真理的力量——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伟大的变
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等三个
重大主题展览在国家博物馆的顺利举办，说明
中国梦不是“梦”，它根植于历史、现实和未
来，具有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是中华民族
通过奋斗就可以实现的美好愿景。

近期，第六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公布，共有25首入选，包括《幸福新起点》《信
仰》《赞赞新时代》等，这些歌曲汇聚了全国音
乐创作骨干力量，讴歌中国梦、阐释中国梦、
唱响中国梦，众多新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进行
推介，推出了“中国梦 主题歌曲展播”专栏。
另外，光明日报还开辟了专栏，陆续推介入选
第六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名录的作
品。在新近一期刊登的对歌曲 《中国时间》 的
词作者陈涛访问中谈到：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
正向所有人迎面走来，这是我们百年难得的机
遇。我们不会停下脚步，唯有勇敢向前。

近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刊登的消息报
道称，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读者丛书·中
国梦读本”发布近 3 个月，累计发行量突破 13
万册，这部丛书围绕“寻梦、追梦、圆梦、中
国道路、中国精神、人民梦想、实干兴邦”等
主题，精选了500多篇与中国梦主题紧密相关的
文章汇编成 10册，深度诠释了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激发了广大
读者内心的爱国情怀。

逐梦前行 成就斐然

6 年时间，中国人民脚踏实地、真抓实干，
让世界见证了实践中国梦的果敢力度。

自“中国梦”提出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取得重大进展，全面深化改革大潮正起，全
面依法治国顺利开展，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
化，神州大地活力迸发，砥砺人心的中国梦正
一步步变为现实。

在近期的报道中，中国在逐梦过程中结出
的累累硕果极大地振奋了人心。网友“向尚”
留言说：“改革我参与，成果我享受，奋斗之路
继续前行。跟党走！”网友“玉兔飞翔”留言
说：“奋进新时代，奋斗新征程！”网友“唐润
斌”留言说：“只要全国人民一条心，我们的路

越走越宽，我们的门越开越大，我们的幸福生
活越来越好。”

近期，人民日报推出了“中国道路中国梦·
生逢改革时”专栏，陆续刊出了“这条回家
路，越走越宽”“收音机里，传来春天的声音”

“好日子在等着咱们”等文章，与千千万万改革
开放的见证者、受益者、参与者，一起回望一
路走来的难忘旅程、感受时代的激情澎湃，为
更美好的明天蓄势待发。在新近刊发的一期题
为“不负时代 不负远方”的文章中，哔哩哔哩
董事长陈睿表示：今天，很多20岁、30岁的年
轻人，也都在开创着自己的事业，不仅在互联
网领域，还有人工智能、云计算、生物科技等
领域。这些事业都乘着名为“中国”的列车飞
速前进。相信，正在创业路上的年轻人，有更
多的机会、更大的舞台，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成就他们的人生。

新华社推出的报道引用了11月19日凌晨中
国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的场
景，并指出：这是写满艰辛与荣耀的“航天之
梦”的关键一步，也是实现追赶与超越的中国
梦的难忘瞬间。报道同时指出：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雄安新区
建设、乡村振兴……一个又一个台阶见证突破
的勇气；自贸试验区改革深化拓展、审批服务
便民化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密集出台、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串又一串脚印写就奋进
的篇章；85 个贫困县 （市、区） 在第 5 个扶贫
日脱贫摘帽……一组又一组数字刷新前行的速
度。向前一步，筑梦的根基更稳固。

在中国梦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
斗、改革创新，创造出新的发展奇迹，不但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新动力，也为中国赢得
了世界赞誉。11月27日，光明日报发表 《中国
梦也是惠及世界的梦》 一文，指出：中国梦的
深刻内涵不断延伸，不仅是中国大陆 13亿人民
的梦，而且也是海峡两岸同胞共同的梦，是惠
及世界的梦。6年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已经成为凝聚全体中国人民理想和共
识的时代强音；追求和平、幸福和奉献的中国
梦，已经成为倡导和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强大动力。

未来已来 路在脚下

从粗布土衣凭票购买到天猫魔镜百搭试
穿，从村头的“大喇叭”到“全触控”、柔性显
示屏……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伟大的
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记
录 40年来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昭示着
未来已来，路在脚下。

近期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强调，把深化改革开放同推动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结合起来，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
更大力度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

新华社的报道指出，站在中国梦提出六周
年的节点上，眺望标注着一个个历史进步节点
的逐梦征程，我们充满信心。信心，来自科学
理论指引的思想力量；信心，来自中国共产党
的领航开路；信心，来自新时代改革开放不断
推向深入的强大动能；信心，来自团结一心、
上下同欲的磅礴伟力。

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指出，中国的发展与
进步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有吸引力的世界性
话题之一，中国梦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有
感召力的世界性话题之一。发展中的中国愿意
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中国网发表的题为《持续推进改革开放 实
现合作共赢的中国梦》 的文章称，人类社会越
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推动
构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的利益
共同体，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追梦之路更清
晰，筑梦之基更坚实。有网友表示，展望未
来，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
但只要精诚团结、共同奋斗，就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梦想的步伐。

网友热议“中国梦”提出六周年网友热议“中国梦”提出六周年

这是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拍摄的2018年新纳入医保的17种抗癌药品中
的部分药品。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在河南新蔡县砖店镇，村民在产业扶贫基地黄瓜温棚里劳动。
宋超喜摄 （新华社发）

浙江省台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给市民办理业务。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顾客在海南三亚海棠湾免税店内游览、购物。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11月27日，中国驻波黑大使馆与萨拉热窝
市斯马伊洛维奇基础教育学校联合举办“中国
日”活动，为这所学校的 1041名学生展现一个
现代化的中国。

走进学校的篮球馆，印有大熊猫图案的彩
色气球、大红福字、唐诗宋词书法作品……浓
郁中国风扑面而来。天安门前的共享单车、菜
市场里的手机支付、香港海边的都市瑜伽……
一幅幅展现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图片，
把一个动力十足的中国带到人们面前。

开幕式上，萨拉热窝孔子学院的 6 名中国
老师表演了太极舞，赢得热烈掌声。开幕式后
是中国文化体验活动，写毛笔字、剪纸、品尝
中国美食、“中国百问百答”竞赛等，每个活动
区都人头攒动、充满欢声笑语。

图1：学生们在体验用筷子夹乒乓球。
图2：学生们在观看中国特色展品。

王 驰摄 （新华社发） 图1图图11 图图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