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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时代，“倍感时间紧迫啊”
改革犹如大潮奔涌，谁人勇立潮
头、指引航向？
党中央始终站在时代要求、国家
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以坚强决心
和坚定意志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实践
创新、制度创新，开创、坚持、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一系列改
变历史的重大决策部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场
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资料照片、中
国签署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时使用的

台笔……展览突出展示了 40 年来党
中央推进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聚焦
重大时间节点、重大历史事件、重大
决策部署，集中展示改革开放 40 年
来党中央推进改革、扩大开放的战略
擘画。
历史长河中，关键时刻尤显
重要。
全国科学大会、真理标准问题讨
论、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习近平一边观看展览一边历

数 1978 年的重要历史事件，不时进
行历史回顾。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
些。’邓小平同志这个题词是 1984 年
题给厦门的。”习近平看着印有邓小平
当年给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
题词的图片，思绪回到了 30 多年前，
“我是 1985 年去厦门工作的，倍感时
间紧迫啊！其他经济特区都跑起来了，
厦门要赶紧追上去。”
40 年 众 志 成 城 ， 40 年 砥 砺 奋

进，40 年春风化雨，正是在中国共
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用双手书
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深沉的历史自觉和
强烈的历史担当，更高举起新时代改
革开放伟大旗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谱写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篇章。
————摘自 《从历史中汲取继续前

串起共同回忆

潘旭涛
鹿方舟

一部纪录片，打开网民集体记忆

网友“史国梁”评论说：“改革开放 40 年的成就有目共睹，人民的生
活越来越好，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华民族的复兴终会实现。”
网友“小毛头”感叹说：“改革开放 40 年，成就辉煌，为腾飞复兴的
中华民族点赞！我爱你，中国！”

大型电视纪录片 《我们一起走过》 宣传海报
一部正在热播的纪录片，将用 9 天、630 分钟、107 个改革故事，勾连
历史与现实，让改革开放 40 年的宏伟画卷生动呈现出来。
从 12 月 2 日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 18
集大型电视纪录片 《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 40 周年》 每天播出
两集。该片在电视上热播的同时，也在网络上开始走红。

激发爱国热情
纪录片在网络视频平台上热播。截至 12 月 5 日 16 时，芒果 TV 上第一
集视频播放量超过 16 万次。在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平台上，也有大量网
友点播观看。截至 12 月 5 日 16 时，新浪微博上话题“我们一起走过”阅读
量超过 3725 万。
纪录片通过普通人的小故事，串联起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史，在网
络上引发共鸣。
12 月 3 日，新华社官方微博“新华视点”发布了一则长约 1 分钟的纪
录片宣传视频。截至 12 月 5 日 16 时，该发布获得了 9.5 万次的浏览量。
网友“最后却”说：“这部纪录片值得大家去看，每一个人都应该了
解祖国是如何一步一步强大起来的。”网友“秀恩爱的宝宝”留言：“应该
多一些这样的纪录片，铭记历史、展望未来。”
还有网媒对纪录片内容进行了梳理总结。
12 月 3 日，“国家民委”微信公众号发表题为 《电视纪录片 〈我们一
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 40 周年〉 播出……每一帧都是感动》 的文章，
该文以动画的形式回顾了纪录片第一集 《弄潮儿向涛头立》 中的亮点内
容，带领读者重温那些曾经走过的改革开放之路。
网友“平安是福”感叹道：“再看一次还是心潮澎湃，改革开放 40 年
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期待下一个 40 年！”
12 月 4 日，腾讯新闻客户端发表文章 《纪录片 〈我们一起走过〉 播
出：重温改革开放 40 年难忘瞬间》，文章对前 4 集的主要内容分别进行了
概括总结。
网友“ShengYF”留言：“我们真的应该不断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的辉
煌成就，总结经验教训，争取在今后的发展建设中取得更多成果。”
改革开放 40 年的不凡成就，
极大激发了网友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12 月 4 日，搜狐新闻客户端发表文章 《40 年，我们一起走过》，文中
细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同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
“经济实力迅猛增
强”
“民生福祉大幅提升”
“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同时表达了对未来发展的
信心，
“ 只要我们以‘百姓期待什么，改革就推进什么’为导向……中华民族
必将以更加强大、更加自信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白雪映敦煌
2018 年 12 月 5 日清晨，一场喜雪降临甘肃
敦煌，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莫高窟被茫茫白雪覆
盖，莫高窟九层楼挺立在白漫漫的大雪中，更
显得庄严而神秘。当日，敦煌莫高窟景区正常
向游客开放，一批批中外游客兴致勃勃冒雪在
莫高窟景区参观游览。
图为白雪覆盖的莫高窟景区。
王斌银摄 （人民图片）

进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侧记》（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纪录片除了有现场采访拍摄外，还呈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素材，用 40
年来的经典歌曲、影视作品串起改革岁月，勾起了国人难忘的共同记忆。
12 月 3 日，北京日报客户端发表文章《珍贵影像串起沧桑巨变，
〈我们一
起走过〉掀起“回忆杀”
》。文章被各大新闻网站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转
载，持续刷屏，反响热烈。文章通过对几位改革开放亲历者的采访，结合纪录
片中出现的真实故事，串起一段又一段的改革开放回忆。
网友“豆果家的草莓”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这段伟
大历史进程，很多画面很熟悉，泪奔！”另一位网友留言说：“作为改革开
放的同龄人，一起走过这段伟大的历史。听到 《追梦之路》 时热泪盈眶。”
感动的不仅是改革开放同龄人，还有年轻网友。12 月 2 日，“中国小
康网”微信公众号发布专题报道 《〈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 40
周年〉 大型电视纪录片今晚在央视播出》，报道中引用了对纪录片总导演
张菁的采访，“我们整个创作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有的是‘80 后’，有的是
‘90 后’。有的人可能对改革开放不太了解，这部纪录片会打开中国人 40
年集体记忆，而且是不同年代人的集体记忆，因为这个片子有老百姓 40
年的生活变化、命运改变。”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作为一名‘95 后’，
虽然没有经历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岁月。但当片中音乐响起，展现中国在
这 40 年中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我也无比激动和感慨。”
在新浪微博上，网友纷纷讲述自己的改革开放故事。
网友“流浪的心 65904”这样回忆：“1981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
我们那个小山村，开始了承包责任制。第二年我们就过上了能吃饱穿暖的
好日子，当时我只有 5 岁，但记忆还是蛮深刻的。”
有的微博账号用视频形式呈现国人的改革记忆。
12 月 4 日，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官方微博“国资小新”发布一则视
频，并配文“这波自豪满满的‘回忆杀’里，有你的影子吗”？视频中记
者走上街头，围绕“40 年里祖国令你感到自豪的变化”这一问题对民众展
开采访，唤起了众多网友的回忆。
网友“小丑鱼 er 尼莫”评论说：“满满都是回忆，很荣幸我们是改革
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加油，一起同行！”

激发前进动力
纪录片带给国人的除了满满的回忆，还有满满的动力。
12 月 3 日，中国铁路工程建设网报道了中铁二十一局五公司渝黔项目
部的 10 多名党员干部观看纪录片后的反响。文章末尾总结道：“纪录片是
一部讴歌祖国、激情励志的好教材，激发了党员干部忠诚爱国、敬业奉献
的豪云壮志。大家都表示在今后工作中要不畏艰难、积极工作。”
项目总工张晓说：“祖国变化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社会繁荣昌
盛。看到先辈们为了今天的辉煌成就无私奉献、冲破束缚、解放思想、攻
坚克难，我们就没有理由干不好自己的工作。”
网友“deer”也表达了自己的决心，“看过纪录片后，被前辈们敢于
创新、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要努力向他们学习，脚踏实地地
工作和学习，争取以后为祖国作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在微博上，网友“颜浩 26”晒出了自己观看节目的照片，“从不追剧
的我，连续几天看起了央视一套的 《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 40
周年》，真的学到了很多知识。”
纪录片增强了全社会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12 月 2 日，凤凰网上一篇文章对纪录片进行了这样的评价：“进一步
激发 13 亿多中国人民支持改革践行改革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为全面深化
改革凝心聚力。”
12 月 4 日，澎湃新闻客户端转载文章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一起走
过》。文中写道：“从已播出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再一次深刻地领悟到，改
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该文指出：“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高举时
代改革开放旗帜，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
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目标，是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
网友“老陶”留言说：“实践和事实证明，只有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
改革开放，排除一切干扰，引领全民向前看，大步走向小康社会才是人心
所向。”

本栏目主持人：
刘少华

网友心声
微信公众号 “ 学习小组
微信公众号“
学习小组”
”《这次会晤十分成
《这次会晤十分成
功！
》

网友“黔中行者”
中方讲诚信，善于恪守已经达成的共识。会晤朝
着好的方向发展是好事，毕竟只有和平才能实现互利
共赢。
网友“771”
大国合作共赢，共同开发市场，应该成为当前及
今后很长时间的主旋律。

微信公众号 “ 学习小组
微信公众号“
学习小组”
”《【基层说
《【基层说】
】 别把
基层干部都当不愿工作的推诿责任者》
基层干部都当不愿工作的推诿责任者
》

网友“吴彤彤”
对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要有基本的信任，
让干事的人心情舒畅，而不是被置于一种被怀疑的位
置上。
网友“大美康巴”
对于社会治理，基层是触角，更是解决问题的终
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认
可，来自于基层工作的落实。对于基层干部，要有严
管之纪，更要有关怀爱护的宽容。

微信公众号“侠客岛
微信公众号“
侠客岛”
”《【解局
《【解局】
】 读懂中美
贸易“
贸易
“休战
休战”
”背后的潜台词
背后的潜台词》
》

网友“老米”
中美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不断沟通对话、
寻求共识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只要继续相向而行，
双方会达成更多共识成果。
网友“朝鲁”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有力、有礼、有节的斗
争是取得共识的必由之路。

转载排行
《人民日报海外版
人民日报海外版》
》 文章 《青岛
青岛“
“ 一带一
路”建设成果丰硕
建设成果丰硕》
》
转载网站：约 38 次，英中时报、柬华日报、亚省新闻
网等转载。
青岛与丝路有缘，缘已千年。
从青岛城区往西北行驶约 50 公里，就是青岛下辖
的胶州市。唐宋时期，胶州板桥镇设有当时全国唯一
一处位于北方的市舶司，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
线起航地，“人烟市井，交易繁华”。在板桥镇繁荣贸
易的带动下，整个胶州湾成为“商贾所聚”的重要海
域。几百年里，满载丝绸、瓷器、茶叶等珍贵货物的
船队从这里出发，驶往世界。
现在，同样在青岛胶州，与板桥镇牌坊相距仅数
千米的一片园区，因“一带一路”倡议再次吸引全球
目光：在这里，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以下简称“示范区”） 已启动建设。这一示范区正是
基于“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倡议，源自青岛与上合组
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的战略
合作。
物流先导、贸易拓展、产能合作、跨境发展、双
园互动，这 20 个字，是青岛为该示范区确定的运作模
式。在这一运作模式下，示范区的中国境内先导区面
向青岛全域，核心区域包括国家级胶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已吸引中外运华中公司、
京东物流等总投资 238 亿元的 21 个项目签约落户。
（栏目编辑：李

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