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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博物馆日

有一家低调神秘的博物馆，专门收集美得不平凡的动

物标本。一起来看看吧……

美得不平凡的动物标本

全美第一座专门纪念美国本土作家的博物馆于当地时
间 16 日在芝加哥正式对游客开放。该博物馆坐落于芝加哥
市中心密歇根大道上，占地超过一千平方米，主办方预计博
物馆在一年内将迎来超过 10 万名游客。

美国首个作家博物馆落成

扫描二维
码，走进美国首个作
家博物馆

日本照相机博物馆成立于 1989 年，面积不大，只有

310 平方米，但里面的照相机藏品极为丰富，有 4900 部日

本相机和 3200 部外国相机。

走进日本照相机博物馆

扫描二维
码，走进日本照相机
博物馆，重温久别的
“胶卷的味道”

中国机器人峰会

随着智能社会的加速到来，机器人已经从“工具”逐步
进化成为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亲密“伙伴”。在浙江余姚召开
的第四届中国机器人峰会暨智能经济人才峰会上，一批智
能机器人构建出堪比科幻电影的未来生活。

未来智能生活是什么样？

扫描二维
码，探访中国机器人
峰会现场

专家介绍，在未来，机器人除了能够陪你“唠嗑”、为你
解闷，还能够成为翻译员、医院导诊，甚至能够成为家庭管
家、私人助理。“人工智能正在走入寻常百姓家。”

机器人能成为你的“亲密伙伴”吗

“一带一路”——— 习近平之诺

▲▲扫描
二维码，走进
这家收集动物
标本的博物馆

▲▲扫描
二维码，探寻
智能机器人

4 年前，习近平主席发出了“一带一路”倡议。4 年来，习近
平带领中国人民为建设“一带一路”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
辉煌成果。“一带一路”建设既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
行，也是对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重承诺。

4 个“不会改变”——— 共赢共享之诺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
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5 月 14 日，在“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从历史和现实两大维度，
深刻总结了他对当今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 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
大调整时代。“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
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
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习近平用这 3 句话
高度概括了当今的时代潮流。

——— 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习
近平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
的严峻挑战。

如何顺势而为、应对挑战，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今年 1 月，他在联合国日
内瓦总部演讲时坚定表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
变，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
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

4 个“不会改变”，既是与世界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之诺，
也是迎难而上、实干担当之诺。化之行动，重要一步就是携手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多次强调，“我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4 个“不会改变”，主题词分别是世界和平、共同发展、伙
伴关系、多边主义，正与“一带一路”秉持的“和平合作、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切合。4 年来，“一带一路”从理
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就是始终践行这 4 项承诺
的过程。

正如习近平所说——— 这是政策沟通不断深化的 4 年，设
施联通不断加强的 4 年，贸易畅通不断提升的 4 年，资金融通
不断扩大的 4 年，民心相通不断促进的 4 年。

——— 这 4 年，中国同 4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
协议，同 30 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

——— 这 4 年，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规划实施，一个复合型
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

——— 这 4 年，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大力推动贸
易和投资便利化，不断改善营商环境。

——— 这 4 年，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开展
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形成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
路”金融合作网络。

——— 这 4 年，“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弘扬丝绸之路精神，
开展智力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建设，在科学、教育、文
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

这 4 年，可以说是习近平将“一带一路”建设放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愿景下，步步推进的 4 年。中国的大力支持
不仅仅是意愿，而且是具体的行动，已成为沿线各国共识。

本次高峰论坛，习近平在新的起点上全面阐述了新的行
动纲领和支持举措，决心之大、力度之强，背后就是“不会改
变”的意志之坚。

5 个“不会”——— 坚持“相向而行”之诺

在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中，习近平深刻阐述了开创合作
共赢新模式的路径。

习近平表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
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
人。他强调，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
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
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5 个“不会”掷地有声，实是“不会改变”之诺的具体化。作
出 5 个“不会”的承诺，习近平着眼的是“一带一路”的长远发
展和长久繁荣。

为何古丝绸之路能创造地区大发展大繁荣？在高峰论坛
开幕式演讲中，习近平深情回顾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
年的历史，就是要说明这么一个道理———

“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
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
谐美好的远方。”

古丝绸之路之所以能一直造福沿线人民，源于以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相向
而行”之向，即是秉持思路精神的方向。把准方向、行稳致远，
5 个“不会”至关重要。

在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中，习近平说，“一带一
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文明交流的渴望，承载着我们对和平安
宁的期盼，承载着我们对共同发展的追求，承载着我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践行 5 个“不会”之诺的决心溢于言表。
习近平在本次高峰论坛上再次描述了践行承诺的具体路

径。在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中，“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的 16 字精神也发展为 24 字，增加了“平等透
明、相互尊重”。“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建设和谐共存的大
家庭”的路径愈加清晰。

7 大举措——— 久久为功的实干之诺

中国既是“一带一路”的倡议者，也是坚定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行动派、实干家。

如何建设“一带一路”，习近平引用中国古语说，“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引用阿拉伯谚语说，“金字塔是一块块石头
垒成的”；引用欧洲名言说，“伟业非一日之功”。

3 句话共同说明了，建设“一带一路”，要一步一个脚印推
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习近平讲这 3 句话，同时也是久
久为功、以实际行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承诺。

4 年来，“一带一路”从理念到蓝图，从方案到实践，从经
济到人文，从官方到民间，从现实到未来，为沿线发展中国家
带来越来越多的获得感。中国的大力支持不仅仅是意愿，而是
具体的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创之举，已成为沿线
各国共识。

这次高峰论坛，习近平又宣布了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将采取的 7 个方面的举措：

“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
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

“中国将从 2018 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我们将在未来 5 年内安排 2500 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

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 5000 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
运行 50 家联合实验室”。

“在沿线国家实施 100 个‘幸福家园’、100 个‘爱心助困’、
100 个‘康复助医’等项目”。

……
面向未来，习近平在此次高峰论坛上提出，要将“一带一

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这一创新提法，引发各界广泛关注。

习近平向与会各方明确表示，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持续发展，为“一带一
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这不仅使全球
共同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路线图，更彰显了实干有为、久久为功
的担当。 (王子晖)

■新媒链接

“一带一路”，撬动梦想的支点

【学习进行时】5 月 ，世界
目光再次聚焦中国。来自 130
多个国家的约 1500 名代表汇
聚北京，共商“一带一路”建设
合作大计 ，4 0 0 0 余名中外记
者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盛会。
“一带一路”为何有如此大的魅
力？它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
么？新华社《学习进行时》专栏
推出“辛识平”融媒体评论，与
您一起探寻答案。

▲▲请扫描
二维码，阅读新
华社《学习进行
时》文章《“一带
一路”，撬动梦想
的支点》

15 日闭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新华社
《学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习所”推出文章，从“承诺”和“践行”的角度，为您解读习
近平在这次论坛上的重要演讲。

趣闻 高校 文化

从微信抢红包到外卖，“移动互联”同样进入了在中国生
活的“歪果仁”的生活。他们熟悉微信的所有用法，用美团、饿
了么叫外卖，用微博、B 站看视频，会说所有的流行网络语
言，手机里藏着 100 多套不同的表情包。

“歪果仁”在中国的“移动互联”生活

5 月 20 日是一年一度的网络情人节，为此青岛极地海洋

公园推出“白鲸之恋”，被誉为白鲸表演难度之最的“海洋梦之

心”首次在青岛上演。

高难度！人鲸表演“海洋梦之心”

3 元代取快递、20 元替课替考……高校中流行的“懒人

经济”“宅经济”等现象，折射出的“大学生变懒了”，到底是好

是坏？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对待这种现象？

“懒人经济”席卷高校，大学生变懒了？

张俊成曾是北大保安，1995 年，他通过成人高考，考上北
京大学法律系(专科)。现在，他已是山西长治市一所中等职校
的校长。这足够传奇，其道却不孤。过去 20 年，北大保安队先
后有 500 余名保安考学深造。

北大 20 年 500 余保安考学深造

苏州宋锦纹路细密、图案精致、色彩典雅，在古代主要用
于宫廷服装和书画装帧。它与南京云锦、四川蜀锦并称为中国
三大名锦。传统宋锦的生产制作工序很多，从缫丝染色到织成
产品前后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

苏州宋锦：穿越千年的时尚

位于河南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内河南古代壁画馆共展

出 8 个朝代几十幅壁画和彩绘雕砖，这些都是壁画保护中心

工作人员几年来精心修复而成的。

古代壁画“整容”记

▲▲扫描
二维码，探寻
苏州宋锦生产
过程

▲▲扫描
二维码，走进
北大保安求学
之路

▲▲扫描
二维码，看“歪
果仁”的“移动
互联”生活

扫描二维
码，观看高难度的人
鲸表演

扫描二维
码，阅读《“懒人经济”

席卷高校：3 元代取
快递 、20 元替课替
考，大学生变懒了？》

扫描二维
码，看看专家是如何
修复古代壁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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