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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为什么中国

人如此信任政府？这些外国网友的回答

亮了》

微信公微信公众号众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为什么中国为什么中国

人如此信任政府人如此信任政府？？这些外国网友的回答这些外国网友的回答

亮了亮了》》

网友“敦煌”

因为在中国，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的生活一
天比一天好。

网友“Heal Me”

没有理由去不信任中国政府会一步一个脚印为
人民排忧解难。我们的生活在逐步变好，咱们的人
民政府也会更好。

网友“Jian Liu”

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才更爱自己的国家。

网友心声网友心声

转载排行转载排行

转载情况：约21次，中时电子报、联合报等转载

“九二共识”当然不是“一国两制”。“九二共
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一国两
制”是实现国家统一后的制度安排。前者是交流前
提，后者是共建愿景。前者是双方已经达成的共
识，后者是双方将来要商量着办的倡议和方案，怎
可混为一谈？

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将“九二共识”“一国
两制”混为一谈是刻意误导台湾民众，台陆委会随
即发文重申“九二没有共识”，并称中共定义的“九
二共识”本质是并吞台湾的“致命毒药”，“台湾人
民从来没有接受”云云。

然而，岛内近期选举结果和多个民调显示，多
数台湾民众早已接受“九二共识”，比如台湾竞争力
论坛最新调查发现，超过六成民众支持在“九二共
识”基础上进行两岸交流，同时有超过六成人认为
民进党两岸政策对维持两岸和平稳定没有帮助。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台湾同胞需要

读懂“九二共识”》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文章《《台湾同胞需要台湾同胞需要

读懂读懂““九二共识九二共识”》”》

（栏目编辑：李 贞）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批注版批注版】】开开

年这场党内高层研讨班年这场党内高层研讨班，，习近平说了件习近平说了件

大事大事》》

网友“武国文”

做最充分的准备，朝最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
好的结果。

网友“青年王凤标”

这次研讨规格高、主题鲜明，传递给我们的信
息要点很多。

网友“昨夜星辰”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唯物、辩证地看待
现实。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解局解局】】开年这开年这

场党内高层研讨班场党内高层研讨班，，聚焦了一个异常严聚焦了一个异常严

峻的话题峻的话题》》

网友“涛涛”

历史经验证明，能够认识现状是一种清醒，勇
于承认现状是一种自信，敢于改变现状是一种自强。

网友“落雨归暗暝”

网络和青年的问题都很重要，也很不好处理，
既不能一刀切，也不能放任不管。其根本还是要注
重对青年的教育。

网友“韩旭”

能把问题说出来，说明了党的决心和改革魄
力，在危机面前大家精诚团结、同舟共济、共克难
关。

网友“鹰”

所谓危机，是危中有机，化危为机。一年之计
在于春，为2019年开个好头！

春节临近，大批旅客踏上了返乡的路。他们脸上
的笑容给返乡旅途增添了温暖与轻松。

▼在郑州火车站东广场，旅客在一处春节景观前
自拍。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网友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重要讲话

因势而谋 应势而动 顺势而为
本报记者 杨俊峰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新华社新华社”《”《奔向亲人的样奔向亲人的样

子子，，是世间最美的图画是世间最美的图画》》

网友“橘子皮”

盼了好久的年，其实就是想回家看看。

网友“景春”

除夕即将到来，辛苦了一年，在家里陪着爸妈
吃火锅，讲讲有趣的故事。

网友“玉兔飞翔”

人间最美是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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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客运段在G1373次列车上开
展“温暖旅途 爱心陪伴”主题活动，将装有棉衣、帽子、手套等物
品的“温暖包”发放到来自贫困山区的务工者孩子们手中。图为
G1373次高铁列车长杨晓龙 （前中） 向小旅客分发礼物。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1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
局同志，来到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就全媒体时代和
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
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我们要因
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引发了网友热议。有网友说，
讲话给我们指明了媒体融合的奋斗方向，树立了坚定走
媒体融合之路的信心，更激发了我们的斗志。在移动互
联时代，只有紧跟时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
模式，加快融合发展步伐，才能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
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为总书记点赞”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走出中南海，
把“课堂”设在了媒体融合发展的第一线——人民日
报社新媒体大厦，采取调研、讲解、讨论相结合的形
式进行。

这次集体学习迅速在网上引起轰动。主流媒体网络
平台、自媒体和门户网站纷纷在头条区域发布和转载相
关报道。许多网友在贴吧、微博客户端、微信朋友圈内
纷纷转发消息并展开讨论。据统计，1 月 26 日 《人民日
报海外版》 刊登题为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
体学习 习近平：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的文章，
当日在百度的搜索指数数据迅速破万，半小时内“人民
日报”作为资讯关键词的关注度达到 11万。人民网、新
华网、央视网、中国新闻网、海外网、人民政协网、中
国西藏网等数十家媒体的官方网站纷纷转载报道。腾讯
新闻、网易新闻、凤凰网、新浪网等门户网站也实时更
新更多细节。新闻短视频在人民视听、梨视频、秒拍、
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传播速度很快，引发网友高度关注。

1 月 30 日，人民政协网转发题为 《做强“融媒体”，
发出“好声音”》的评论文章。文章称：“‘不日新者必
日退’。融媒体必须坚持技术和内容创新。做好新时代
的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特
别是党报、党刊、党台、党网等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
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融合发展
步伐，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同时，千万不
可忽视‘内容创新’，这才是根本。要多深入基层、深
入一线，了解第一手材料，要善于观察、善于思考，
运用丰富的新闻语言、形式、方法和技巧，创作出精
品力作来。”

不只是大型媒体平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广大网
友中也引起了轰动，网友们纷纷在网上留言点赞。

网友“赵”说：“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
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
点就要放在哪里。”

网友“Cherry”很激动：“为习近平总书记点赞！总
体谋划！勇于担当！稳扎稳打！久久为功！敢于创新！
善作善成！我们要大力推动中国梦早日实现！”

网友“二月二的二二”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为习近平
总书记点赞！我要努力做好新时代的正能量自媒体！为弘
扬社会正气做一份努力！”

网友“Avery0O”说：“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
声！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举旗定向，正本清源，
守正创新！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为习近平
总书记点赞！”

网友“财小宝瘦不下来”说：“给习近平总书记点
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要努力发挥自己的正能
量，为实现祖国的梦想奋斗前行。”

网友“山那边是海 ocean”感觉很受鼓舞：“为国家
的强大，为正义的传媒，点赞！”

“融合发展是主流媒体的一场自我革新”

全媒体发展至今的形态如何？媒体融合发展的方向

在何处？新型主流媒体该如何建设？这是很多融媒体建
设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在 1 月 25 日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
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发表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以“四全”，即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
体、全效媒体，对全媒体时代做了四个层次的全新阐
释，并总结说“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

习近平要求“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坚持移动优先
策略”“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
接收、反馈中”……这些指示精神都体现了对当下传播
格局非常深刻和清晰的认识。

1 月 25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微信公众号“侠客
岛”发表题为《【解局】 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为何
选在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其中详细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
人民日报调研的三个地方：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公司、人民
日报的“中央厨房”和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点明了此
次集体学习关注的主题——全媒体时代。文章评论称：

“融合发展不是谁吃掉谁，也不是一哄而上都搞大工程，
而是各自找到自己的定位、特色，大而全可以，小而精
也不错。”

“侠客岛”的网友们对此反应热烈。
网友“小新”很激动：“我们的留言会被敬爱的

习近平总书记看到吗？好幸福！”
网友“朱锐”点赞：“‘侠客岛’的文章习近平总书记

也在看，真了不起！”
网友“冰河·白鸟”对此表示赞同：“划重点，‘侠客

岛’的文章习近平总书记也在看，不仅是岛上受到鼓
舞，读者们也跟着开心，说明只要是用心做的新闻，
就会收获认可！”

网友“笑熬糨糊”说：“希望通过在‘侠客岛’文章
下的留言给习近平总书记拜个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讲话，也引
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网友“Freyadoge”说：“媒体使用新工具、顺应新
趋势已然成为移动互联时代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
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在做好大方向顶层设计的前提
下，积极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处理好各媒
体渠道之间的关系。主流媒体要引领好方向，倡导健
康积极正面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党和国家的政策做好
宣传，做好舆论引导。”

网友“不忘初心”说：“做好媒体融合，有 3点是关
键，一是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
二是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
项紧迫课题；三是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
权、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网友“nh海纳百川”说：“技术在迭代，融合发展是
主流媒体的一场自我革新。网络时代越是众声喧哗，就
越要有主流价值作中流砥柱，越要靠事实真相来一锤定
音。拥抱变革、应势而动，正能量才更强劲，主旋律才
更高昂。”

“总书记的讲话给了我们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的重要讲话，不仅为全
国的新闻工作者在移动互联时代做好媒体融合的工作指
明了方向，更为大家树立起了改革立新、努力奋进的坚
定信心，激发了在融媒体之路上奋勇前行的斗志。

网友“郭旭”干劲十足：“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把
融媒体工作说清了也说透了，我们学习之后豁然开朗。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基层如何搞好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
道路，剩下的就是加油干！”

网友“A Shu”认为：“融媒时代媒体不再局限于传
播渠道，媒体人要抓紧学习升级。传统媒体人要抓紧变
成会创意策划、会编辑微信、会制作图片、会拍摄视
频、会后期剪辑、会播报主持的全能手。积极应战新局
面，推动融合更纵深。”

网友“一名网络媒体工作者”激动地说：“虽然隔着
屏幕，但感觉习近平总书记就像是在和我们拉家常、面
对面。感谢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在全党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下，国家日益强盛，人民生活
更加美好，我们为世界贡献的中国力量越来越大，这是
新闻工作者笔耕不辍的丰富资源。”

网友“醍醐美味”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对我们是
很大的鼓舞。未来，我们将继续致力于融媒体信息化建
设，提供一体化服务方案，我们要接着撸起袖子加油干！”

网友“霹雳毛豆”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在新时代，
我们都要抱着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学习的态度参
与到媒体融合的大潮之中！”

网友“JK”说：“我们要继续推动县级融媒体建设，
适应移动互联的时代发展。”

网友“刘梦香”说：“媒体要引导新思想传播到基层
到百姓心里，连接党心民心融为一心，清洁风气，复兴
民族！”

网友“听听不想听”说：“支持中国的主流媒体走出
去，让世界听到更多中国声音。”

网友“大道至简”说：“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
员媒体、全效媒体。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让我
们开动脑筋，顺应时代潮流，用新思维、新观念、新
眼光去工作、学习、生活。我们要紧跟时代节奏，开
启新的篇章！”

人民日报“时光博物馆”在上海展出时，市民体验
人民日报新媒体技术。 王 冈摄 （人民视觉）

观众在“时光博物馆”内体验AR技术，通过扫描
改革开放初期的个体户营业执照，可以直接观看中国个
体户发展的视频。 新华社记者 张 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