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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赴美预警赴美预警””三连发三连发》》

网友“全球发”

这是“地球村”的时代，世界各地都是相通
的。美国多出“怪招”，我们还有无数个更美的地方
可以去看。

网友“天剑”

中国通过古丝绸之路沟通世界已有几千年的历
史了，和平通商，文化交流，留下无数经典传说。
今天的美国凌驾于全世界之上，到处指手画脚，已
经成为世界人民的笑谈了。

网友“田亚”

这种时候，我们反而要更开放，把大门开得更
大，吸引更多的人来旅游、学习、投资等，正好让
世界看见走向复兴的美丽中国。

网友心声网友心声

转载情况：约21次，联合新闻网等转载
国际疾病分类 （ICD） 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制定颁

布的国际统一的疾病分类标准，它根据疾病的病
因、病理、临床表现和解剖位置等特性，将疾病分
门别类，使其成为一个有序的组合，并以编码的形
式来表示其系统性。

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张怀琼认为，传统医学一直被排除在国际疾病分类体
系之外，缺少具有国际标准化的统计口径，无法用规
范和符合世卫组织统计要求的数据，来佐证传统医药
在医疗卫生和维护人类健康中的重要作用。此次里程
碑式成果，使中医药在临床、科研、教育、管理、保
险等领域拥有国际标准化语言的“通行证”，对推动
中医药国际化步伐具有划时代意义。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官员表示，ICD-11的正式发
布，有助于中国建立与国际标准相衔接并体现中国
中医药卫生服务信息的统计网络，从统计分析的角
度彰显中国中医药服务在人类健康服务中的能力和
地位，有利于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医药
与世界各国医疗卫生体系融合发展，为世界各国认
识中医药、了解中医药、使用中医药奠定基础，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文章《《中医正式进入中医正式进入

世界卫生体系世界卫生体系》》

（栏目编辑：李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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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勿忘我”

没有了公平竞争，美国也会失去健康发展的
未来。

网友“MODESTY”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实行霸权必然会自
食恶果。

网友“一生平安”

种种事实已证明，美国并非是自诩的“全球秩
序的维护者”，而是麻烦制造者、风险酝酿者。

网友“木直君”

我们自己国家的富强团结，是应对变局最有力
的武器。

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上甘岭上16

岁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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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范广顺”

所谓“谜一样的东方精神”，其实是内心的力
量、内心的光明。内心有力量，精神才有定力；内
心有光明，前进才有方向。这样的精神风貌是民族
复兴的有力支撑。

网友“change”

“英雄是老百姓创造出来的，我们只是做了该做
的事。”这句话太动人了。为国家民族舍弃小我，面
对恶劣的环境仍坚持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份担
当、一种情操，让人肃然起敬。

网友“栖吾道友”

是英雄唤醒了沉睡的高山，改变了河流模样。
这些英雄，谁也不能忘记。

网友“旬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今天的幸福是前辈
用生命创造出来的，向前辈致敬！向先烈致敬！

网友“旭日东升”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祖国能有今天
的成就，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涌现出的一代一
代具有雄心壮志的英雄儿女。

转载排行

来！体验一趟

不一样的旅程

6 月 7 日，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的
传统节日端午节。6 月 8 日，则是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自2017年起，每年6月的第
二个星期六被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旨在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文
化遗产。

今年又恰逢端午节入选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10 周年。2009 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成为中国首
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

当端午节遇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让
这个端午“小长假”多了一重文化味。网
友们也在网络上“晒”出了各地庆祝端午
节的老习俗、新过法。

“这段时间，我们家乡的每
一条河都热闹起来了”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重要的节日民俗活
动之一，各地举办的赛龙舟活动吸引了人
们的目光。

在微博上，网友“莹莹”说：“水乡
特色的端午节就是划龙舟。这段时间，我
们家乡的每一条河都热闹起来了！”

网友“漠阳老泥”拍摄了自己家乡龙
舟赛的视频发到网上，骄傲地说：“听听
我们家乡传统龙舟赛这锣鼓声，给劲！”

网友“拼搏中的王先生”是贵州铜仁
人，他为自己家乡的龙舟赛点赞：“虽然
从小看到大，但每年看到赛龙舟的场景，
总会感觉到热血沸腾。”

网友“好好好的额”也“晒”出了家
乡龙舟赛的图片，并写道：“仍记得高考
结束那天，赶上端午龙舟赛，大家都兴高
采烈的。而今没时间回家乡再看一次，只
能看看老家传来的图片过过瘾了。”

赛龙舟活动也获得了不少外国友人的
喜爱。6 月 2 日，江苏南通举办了 2019 年
濠河国际龙舟邀请赛。来自中国、澳大利
亚、英国、孟加拉国等国家及地区的 20
支龙舟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同从世界各
地远道而来的友人们一道迎接端午节的到
来。网友“柚桔有点甜”评论说：“这就
是中华文化的传播，真好！”

除了赛龙舟，还有更多端午节相关活
动。“钱江晚报百家号”介绍了第十一届
杭州西溪龙舟文化节的情况。文化节期
间，除了有 5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龙舟胜会”华丽登场外，描绘
江南水乡独特风土人情的 《水乡船歌》、
精美的汉服展示、用古老的舞蹈形式“踏
歌”来演绎的《礼仪之邦》等节目都将向
游客展示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6 月 3 日，在“屈原故里”湖北省秭
归县，9478 名选手聚集在大坝平湖畔，
参与挑战“最多人一起包粽子”活动。
秭归县又被誉为“中国脐橙之乡”，所以
本次活动的特色是制作脐橙风味的粽
子。活动共使用了4000斤糯米、4万片粽
叶、1200 斤橙酱，成功包好 1.6 万多个独

具风情与风味的“脐橙粽”。网友“池
池”评论说：“从没尝过橙子味的粽子，
真想到现场大吃一顿。”

“我要趁休假组团划船去，
既是运动也是社交”

除了吃粽子、喝雄黄酒、赛龙舟等传
统习俗外，不少网友也将传统节日过出了
新意。

微博账号“北京晚报”在 6 月 4 日发
布一则视频，展现了北京大观园在端午期
间推出的“品味红楼端午，体验多彩生
活”主题游园活动。“棕”香端午、巧晴

雯 DIY、群芳斗百草、赏戏听琴韵等活
动，让“红迷”们在大观园内度过一个充
满古典色彩的端午节。同时，园区鼓励游
客着古装参与活动，还将面向古装游园游
客群体征集摄影作品。网友“而为”看后
留言说：“端午节我也要去大观园逛逛。”

微博账号“头条新闻”发起了提问
“端午节怎么过？”网友“cadet128”说，
自己想回家给老爸老妈做顿丰盛的饭菜。
网友“养肌场 GOGOFIT”留言说：“不
想将休假的时间耗在人流车流中，也不想
顿顿大餐吃胖好几斤。我要趁休假组团划
船去，既是运动也是社交。”

网 友 “maymay” 希 望 能 趁 着 端 午
节，带孩子感受一些创新的教育体验。据
澎湃新闻报道，6月8日至9日，第十五届

深圳文博会的分会场将举办首届“创新教
育体验周末”。活动将包括两场创新教育
论坛，20多位创新教育大咖轮番上阵。除
此之外，活动中还将有两天的教育市集，
4场涵盖游戏、漫画、戏剧与环保的工作
坊，以及两场让观众体会到创客时尚与芭
蕾魅力的演出。

“我们应该学会感受和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与自然遗产日正值端午假期，为
一系列文博类和非遗类展出活动的举办提
供了良机。

微信公众号“延安日报”发布文章，
介绍称陕西延安是今年文化与自然遗产日
文博活动主场城市，活动主题为“保护革
命文物，传承红色基因”。

非遗类展出活动的主场城市是广州，
活动主题为“非遗保护，中国实践”。6月
4日，微博账号“微博非遗”发布了 2019
文化与自然遗产日主题宣传片。据悉，6
月7日至10日期间，将有40项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齐聚广州，通
过展览、展演、座谈、论坛等活动展现非
遗传承发展的实践，让观众感受到一位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精湛的技艺和别具
一格的匠心。网友“用户 716”评论说：

“文化可以心手相传。我们应该学会感受
和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

除延安、广州两个主场城市外，全国
各地也将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微博账号

“新浪湖南”发布组图动态“端午怎么
玩？来湘西放‘粽’一夏！”宣传将在 6
月 7 日至 9 日举办的华夏湘西景群非遗文
化节。网友“CactusMan博”评论说：“湘
西自然风景很美，有时间一定要去看看。”

据澎湃新闻报道，第四届上海杨浦非
遗节于6月3日至9日举办。3场“非遗戏
曲荟”、3场“非遗公开课”，以及一系列特
色非遗活动将在节中陆续举行。网友

“Swan天空”留言评论说自己已经“预定
好门票了”。

据新华社新媒体报道，本次文化与自
然遗产日期间，全国共有 1200 多项革命
文物主题宣传活动和文物惠民服务项目。
另外，各地共将举办 3200 多项大中型非
遗宣传展示活动。如天津将举办第五届

“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江苏将
举办“运河传情，匠心筑梦”——第二届
中国 （淮安） 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非遗展；
重庆将举办第四届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暨
老字号博览会；甘肃将举办丝路记忆·西
北五省区非遗展演等。

除各地举办活动庆祝文化与自然遗产
日外，一些热爱传统文化的网民也在自发
宣传。微博网友“董飞在唱歌”上传了一
段自己演唱昆曲、友人古琴伴奏的视频，
留言说：“丝竹和鸣昆曲韵，琴箫共赏牡丹
亭。迎接文化与自然遗产日，排练古琴与昆曲
合作的节目，希望能有更多人喜爱传统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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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6月3日，湖南道县在潇水河上举行传统龙船赛，144艘龙船竞逐迎端午。道县端
午划龙船历史悠久，“道州龙船赛”2006年被列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何红福摄 （新华社发）

◀6 月 4 日，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恒昌店巷小学学生在
制作“彩粽”香包。

丁根厚摄 （人民
图片）

▶6 月 4 日，浙
江省德清县武康街道
吉祥社区，外国友人
在社区居民指导下制
作香囊。

王 正摄 （新
华社发）

③③

图①：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镇不断探索“旅
游+农业”模式，助力当地村民增加收入，推动旅游融合
发展。这是游客在海港区海阳镇郭高庄村采摘草莓。

曹建雄摄 （人民图片）
图②：江西省宜春市大力推进智慧旅游建设。这是在

宜春市明月山温汤镇智慧旅游展厅，工作人员通过手机使
用AR人物向游客介绍旅游信息。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图③：今年 6月，“浙江低空快线”正式开通，包括

德清至舟山、德清至横店两条短途通勤航线。此后，游客
可以从德清出发，打“飞的”去舟山、横店。

王 正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