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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微信公众众号号““侠客岛侠客岛”《”《这场这场7070周年大型周年大型

成就展成就展，，到底有哪些看点到底有哪些看点？》？》

网友“周建”

我今日有幸到现场参观了展览，不虚此行。追
忆国家 70年发展历程，获益匪浅，也深感荣耀。祝
愿祖国繁荣昌盛！

网友“Mr·George”

祖国的强大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感谢一代
代人的努力付出。

网友“懒猫”

从一穷二白，到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崛起之路。我们伟大的祖
国实现了这样的壮举，我深深感到骄傲。

网友“问吾”

今天特意去参观了展览。看到从 1949年到 2019
年间中国突飞猛进的变化，我感到很震撼。那一
刻，祖国的伟大令我热泪盈眶。

网友心声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中国援外医

疗队捍卫生命之重》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文章《《中国援外医中国援外医

疗队捍卫生命之重疗队捍卫生命之重》》

（栏目编辑：李 贞）

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揭秘！大兴机场

有哪些高科技？》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揭秘揭秘！！大兴机场大兴机场

有哪些高科技有哪些高科技？？》》

网友“通未来”

大兴机场太漂亮了，设计充满创新，理念很超
前，这个项目是一个创举！

网友“Ccc”

大兴机场的设计兼具美感和科技感，我迫不及
待想去大兴机场乘机体验一下了。为祖国骄傲！

网友“自然正能量”

大兴机场的成功建设再一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
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网友“湖畔微风”

大兴机场的建设过程太高效了，科技含量又这
么高，这真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的厚礼！

转载排行

大型文献专题片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我们走在大路上路上》》引发网友热议引发网友热议

““祖国这么强盛祖国这么强盛，，真真的好骄傲的好骄傲！”！”
杨俊峰杨俊峰 任彤任彤彤彤

微信公微信公众众号号““侠客岛侠客岛”《”《乡愁里的中国乡愁里的中国》》

网友“园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祖国的山山水水养育了勤
劳勇敢的中国人！祝愿我们的新农村越来越美！

网友“淡定”

乡土是中国人的根，振兴乡村是茁壮根脉的重
大举措。

网友“留白”

许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乡愁情结，抹不掉、消
不了。也希望城市的建设能让我们留得住乡音，留
得住乡愁。

转载情况：比利时维他命文化传媒、南美新闻
网、柬华时报等18家媒体转载

中国的医学成就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医疗人员
在援外医疗所在地捍卫着生命之重。

57 年前，刚独立不久的阿尔及利亚百废待兴，
医务人员亟缺。在向多国发出希望派遣医务人员援
阿的请求后，第一个向阿尔及利亚伸出援手的是中
国。而彼时，中国的经济正在艰难恢复中。

选派优秀医生，援助非洲兄弟！1963 年，中国
第一支援外医疗队正式赴阿，从此唱响了中国医疗
援外事业大爱无疆的壮美赞歌。

本着人道主义原则，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援外医疗队的义举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中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无惧气候恶劣、病毒肆虐；不畏自然灾害、战
火纷飞，在最需要帮助的地方，都能看到中国医务
人员的身影。从柬埔寨到巴基斯坦，从津巴布韦到
莫桑比克，从非洲屋脊到南美雨林……中国援外医
疗队与死神争分夺秒，凭借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赢
得了受援国民众的敬爱，也收获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中国援外医疗队还“授人以渔”，帮助受援国培
养医护卫生人才，彰显了共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的大国担当。

70年来，中国医务工作者不曾停歇，心中装着
铮铮誓言，脚步迈向更远的世界。

9 月 16 日起，大型文献专题片 《我们走在大路上》
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该片是为了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等共同摄制的文献专题片共24集 ，每
天两集连续播出。专题片全景式展现了新中国风雨兼
程、砥砺前行的伟大历程，讲述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
砥砺奋进、一路走来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该片一经发出，便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走正道、走大路，才有未来”

《我们走在大路上》 在播出之前就备受关注。9 月
14日，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题为《二十四集大型文献专
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9月16日起播出》的文章，并
上传了时长约1分钟的宣传视频，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
示期待。

湖南网友“p5zx”评论道：“我们走在大路上，国
家越来越富强，万里河山，无限风光。”上海网友

“gw4l”动情地说：“我爱我的祖国，我坚信我们的国家
是伟大富强的，是最好的国家。”

“央视新闻”官方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
布的短视频栏目《主播说联播》中，主播郭志坚为大家
推荐该片。他介绍说，片中采用了大量历史文献影视资
料，呈现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走过的不平凡之路。视
频的最后，他说：“我们能欣赏这一路上的风景、享受
团圆安宁的生活，也是因为我们走在大路上、走在正确
的路上。道路决定命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但只有
走正道、走大路，才有未来。”这条短视频被网友广泛
转发并积极评论。

9 月 16 日，“中国文明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文
章 《〈我们走在大路上〉 即将播出，等你！》。在留言
中，网友“我从远古追梦来”感慨道：“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9 月 16 日，“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发起微博直播，
播放第一集 《新中国诞生》、第二集 《敢教日月换新
天》。截至 9月 25日 20时，这条视频的播放量已达 84.9
万次。网友“兵器陈列室”评论道：“观摩先辈们的砥
砺进程，聆听祖国的强大脉搏。热爱祖国，热爱生
活！”网友“雨天花满楼”留言说：“祝福伟大的祖国，
祝福伟大的人民！”

网友“慎比布只渍淮”在微博客户端发布了自己观
看的感受：“专题片 《我们走在大路上》 特别好。中国
人民真的好厉害！我们祖国现在这么强盛，真的好骄
傲！”

网友“迎在路上ing”感慨地说：“我见证了取消农
业税，见证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见证了
从绿皮火车到高铁时代的飞速发展。今天，我要为祖国
母亲点赞，祝福母亲生日快乐，繁荣富强。以后，我们
万众一心，一起努力，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劳动人民最美丽”

新中国 70 年的风雨兼程，离不开一代代奋斗者、
建设者，他们不惧牺牲、奉献青春，用双手开创繁荣富
强的美好生活。每一个平凡而努力的中国人，都在书写
着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共同谱写一首盛世华章。

9月17日，“央视网”官方微博上传了一条视频，介
绍了在第一集《新中国诞生》中提及的设计了五星红旗
的上海普通职员曾联松。1949年7月，新中国的国旗国
徽图案及国歌词谱，通过报刊、电台向全国征求，五星
红旗最终被选为新中国的国旗。网友“微之醺”评论
说：“团结就是力量，五星红旗就是象征着团结，热血！”

9月 23日，“中国 IP电视”官方微博转载央视网视
频，向科学家黄大年致敬。视频中，航空物理研究领域
享誉世界的中国科学家黄大年，带领团队用5年时间完成
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诸多技术指标已经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他原本将带着团队继续探索突破新技术，
却最终倒在了岗位上。黄大年走了，但他所反映的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永存。网友们纷纷转发，并表达了自己深切的敬意。

9 月 24 日，“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发布了专题片中
的一个视频片段“一元人民币上的高颜值美女”，引发
网友热烈讨论。在 1960 年发行的一元人民币上，有一
位英姿飒爽的女拖拉机手。这个人物原型，正是新中国
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她说：“开上拖拉机时，心情
非常激动。”网友们纷纷留言，为她点赞：“劳动人民最
美丽”“最美女拖拉机手”“英姿飒爽”。

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是激励我们永葆初心的力量
之源。

9月24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文章《感悟伟大历
程 共同奋进追梦——大型文献专题片 〈我们走在大路
上〉 持续引发热议》，文章汇总了网友对专题片引发话
题的讨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第五
医学中心王福生教授说：“在观看了 《我们走在大路
上》 专题片后，我感到很震撼。作为一名军队医务人
员，我将不忘初心，加倍努力，为部队官兵健康，也为
全民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网友“白昼时抚鹿”在微博留言说：“祖国永远不忘
记把青春献给祖国的人！致敬！”网友“Kilin洛”在评论
中说：“祖国的辉煌蓝图，永远都有属于他们的色彩。”

9月21日，人民网发表题为《展现伟大历程，激励
奋斗前行——专题片 〈我们走在大路上〉 引发热烈反
响》 的文章，电视评论人何天平说：“ 《我们走在大路
上》播出恰逢其时。在浓浓的国庆氛围中以影像的方式
回眸 70 年来无数的动人故事和伟大成就，这部作品既
有文献价值——壮阔的历史叙事和史诗情怀让每一个人
都能在观看中感同身受，同时也有审美价值——故事切
口各异、讲述的方式鲜活生动，是一部立得住、传得开
的优秀作品。”

“接过精神接力棒”

截至 9 月 25 日 20 时，由“央视新闻”主持的微博
话题“我们走在大路上”已有 1.7亿阅读量，讨论次数
达 2 万。在“抖音”短视频上，话题“我们走在大路
上”视频播放量达4156.5万次。网友在评论中纷纷表示

“我们都是追梦人”“梦想，我们在路上”。
一条内容为“1951年，话剧《龙须沟》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首演”的短视频，点赞数达 4 万。网友“Dr
wang”评论说：“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自信、热
情、纯粹、拼搏，现在看起来还深受感染。”

9月20日，新华社客户端发表文章，题为《感悟伟
大历程 在新时代努力奋进——文献专题片 〈我们走在
大路上〉 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被广泛转载，其中
列举了社会各界人士在收看专题片后的感悟与讨论，文
中，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岳鹏表示，当看到专题片中回顾的“两弹一星”精
神、大庆精神和诸多历史性成就，倍感振奋。他说：

“我们要从老一辈社会主义建设者手中接过‘精神接力
棒’，全力以赴，为举办一届精彩的冬奥会作出贡献。”

“共产党员”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 《〈我们走
在大路上〉，这个大片值得追》。网友“杨”留言说：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网友“Yan
妍”说：“我也在看呢，建议历史老师在课堂上放给学
生们观看，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网友“小艺”说：“看
得热泪盈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那一集！”

专题片在回顾祖国伟大奋斗历程的同时，也给很多
观众带来了精神启迪。

在网站“豆瓣”上，许多网友分享了自己观看的
真切感受。网友“我不知会遇见你”评论说：“感动得
热泪盈眶！愿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网友“藤原
家的小哥哥”留言道：“激动之处真心泪目，上一辈人
的血泪铺就了我们当今的和平安宁，我们的祖国不容
易！”网友“蛋蛋壳壳”说：“不看这部片子，我永远
不知道今日的幸福生活是多少人曾经为之默默奉献和
牺牲才争取到的。珍惜现在，爱我中华。”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发布了题
为《对话〈我们走在大路上〉制片人、总导演闫东》的
文章，截至9月25日20时，阅读量达1.2万。文中，导
演闫东表示，专题片传递的价值观就是要继续坚持和发
扬艰苦奋斗精神。他希望更多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能喜
欢这部片子，希望他们走近新中国的历史，观看新中国
的历史，传承先烈们的奋斗精神。

9月23日，新华社客户端发表评论文章《大路当笃
行》，文章的最后总结道：“东方风来满眼春。新时代的
改革开放，将进一步打开每一个人的成长空间和梦想空
间。让我们共同携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用近 14 亿人的激情、梦想和奋斗点亮
中华民族的历史星空，再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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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5日，北京 CBD 地区高层建筑亮起彩
灯，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华社记者 武 巍摄

◀9 月 25 日，河北省宁晋县第五中学学生绘制 《民族团结·喜迎国
庆》百米画卷，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赵永辉摄 （人民图片）

济广高速公路济广高速公路。。 李李 博博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