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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些都是“一带一路”的礼物
新 华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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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观看新华社系列微视频

《一带一路的礼物》第
一集：笑从心中来。

比拉尔·沙菲克今年 9 岁，本该天真无
邪的童年，却因为罹患了先天性心脏病而
变得暗淡。

尽管已经确诊，但这个本就捉襟见肘
的家庭，实在无法拿出这样一笔高昂的手
术费用，比拉尔的病情只得一拖再拖。

像比拉尔这样患有先心病的阿富汗患
儿还有很多。

比拉尔是个幸运的孩子，他等来了“一带
一路”的春风，等到了中国红十字援外医疗队。

2017 年 8 月底，他来到了遥远的中
国，住进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通
过中国医生精湛的医术，这台手术成功完
成。比拉尔恢复得不错，很快就又像之前一

样满脸笑容，清澈透亮的双眼让他人见人爱。
“一带一路”倡议给相关国家及其民众带

去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给这些患病的孩子
们带去了重返健康的希望。比拉尔的父亲对
中国红基会、中国医生报以诚挚的谢意。

这是比拉尔一家带来的礼物，孩子，祝
福你们！

扫描二维码，
观看新华社系列微视频

《一带一路的礼物》第
二集：900 天与 9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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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铁隧道集团承建的“中亚第一长
隧”——— 卡姆奇克隧道改变了乌兹别克斯
坦境内运输需绕道他国的窘境，也改变了
乌兹别克斯坦无数普通民众的生活。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去安集延？”这个
故事的主人公叫图兰拜·库尔班诺夫，住在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他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扎林吉斯七岁，小女儿梅赫兰吉斯
三岁。他一直想带她们回老家——— 费尔干
纳盆地中的安集延看看。

以前从塔什干到安集延，需要绕道邻
国塔吉克斯坦。很久以前乌兹别克斯坦就
想解决这个问题，打算建隧道穿越大山，但
有很多地质问题难以解决。

图兰拜说：“‘一带一路’帮我们打通了卡姆奇
克隧道，现在我们回老家再不用绕道邻国了。”

中乌建设者用 900 天时间克服世界级地质
和工程难题，开凿出卡姆奇克隧道。卡姆奇克隧
道长 19.2 公里，火车通行隧道时间 900 秒。

这就是图兰拜一家带来的礼物，祝福他
们生活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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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礼物》第
三集：一滴雨水的归属。

辛达斯利马萨小学位于斯里兰卡西北

省卡尔皮蒂耶地区。

过去，这里的孩子们都要背着一大瓶

水来上学，因为学校无法提供清洁的饮用

水。

有一天，这里来了几名中国工程师。

他们给学校装上了雨水利用系统，水质

检测达标，水量也能满足全校师生的需

求，孩子们再不用背着沉甸甸的水瓶上

学。

除了学校，他们还给当地的农业技术

推广站和一些农户装上了各种雨水利用

系统。

虽然工作非常辛苦，被晒得黝黑的工程

师陆宗良却觉得在小镇的日子很开心。

“让孩子们喝上干净的饮用水是我的目

标。”他这样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名言，或许正是

对“一带一路”合作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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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礼物》第
四集：飞越亚马孙。

2012 年年底，巴西确立美丽山的输电
工程使用中国国家电网±800 千伏技术，并
作为唯一的方案提交给能源部。这条输电线
路要经过很多原住民居住区和生态保护区，
特别是亚马孙雨林地区有不少原住民村落。

13 岁的威廉·保罗·桑托斯家住巴西
帕拉州德乌斯普罗维拉农场，而美丽山二
期工程便需要穿过帕拉州。小威廉喜爱动
物和帕拉州雨林，因此也会时常关心和动
物以及雨林有关的事。

威廉说，中国叔叔来这里建设的时候，
为了避免打扰原住民村落而绕道进行，中
国叔叔来也保护着这里的动物、植物，保护
我们帕拉州的雨林。

不仅如此，工程建设中有一些铁塔建

得特别高，目的就是减少对树木的砍伐。这项
工程沿线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也得
到当地人的称颂。

此外，中国叔叔还会给当地村落捐赠奶
牛，给当地医院赠送医疗设备，全面改善沿线
贫困地区的发展……

期待这条“电力高速公路”能够成为“一
带一路”上又一张“中国名片”。

五色之韵 世界交辉

悠悠诗韵，浓情水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拉开序幕，新华网推出精美水墨微视频《五色之韵》。

有一种繁华在热闹的海上，“舶交海中，不知其数”，
丝路帆远，相拥蓝色港湾。

有一种盛况在陆地绽放，“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
于途”，钢铁驼铃，走出金色辉煌。

有一个梦想源于中国，惠及世界，“路路相连，美美与
共”，在白纸上起笔，将理念化为行
动。

“一带一路”，五色交辉，相得益
彰；五通发展，相映成辉！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网
水墨微视频《五色之韵》。

美国小哥探丝路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拉开序幕。美
国小伙儿科林重走古代丝绸之路，去敦煌寻找中西文化
交融的历史印记。

科林来到阳关，“沉浸式”体验了一把古人如何通关
的隆重仪式。

随后他被广袤的戈壁震撼……
在沙漠中，他发现一处蕴含古丝绸之路魅力的地方。

他来到莫高窟，在敦煌壁画上他终于发现，原来中西
文化融合就在此处。

最后他来到鸣沙山，体验“一带
一路”路程的艰辛与快乐。

沿途他都经历了哪些奇遇？请
看科林的一次探险之旅。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社
微视频《美国小哥丝路奇遇记》。

携手共越山与海

2013 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着眼人类发展未来，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合作理
念，契合了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开启了世界共
同繁荣发展的崭新征程。

顺浩荡潮流，行天之大道。近 6 年来，共建“一带一
路”已完成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转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的全面推进阶段，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历史
时空中镌刻下深深的中国印记……

重要时刻，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拉
开序幕，中国期待同各国相伴而行、携手并进，共同开创
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推出微视频《山海同一
卷》，以“古风手绘+3D 建模”形式向
您介绍“一带一路”成果。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社
微视频《山海同一卷》。

大型纪录片《“一带一路”上的智者》共

分 3 集，每集 40 分钟。

第一集，摄制组来到了哈萨克斯坦、肯

尼亚、埃及、意大利、英国，在那里，摄制组

记录下来自不同国家、却对“一带一路”有

着共同研究热情的智者们的故事。

在哈萨克斯坦，国际关系研究员古丽

娜尔，曾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了习近

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在肯尼亚，专注研究经济的沃尔认为，

在未来，非洲的自由贸易要与“一带一路”

对接，才能实现非洲国家之间的市场互通。

她也为此不断奔忙、努力。

在埃及，“80 后”的赛义德说着一口流

利的汉语，通过写书和文化出版，搭建起中

国和阿拉伯国家直接对话交流的文化平台。

……

为配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的召开，展现世界各国智库学者对
“一带一路”的共同认知和对“一带一路”建

设的贡献，由中宣部指导、新华社出品、中

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承制的纪录片

《“一带一路”上的智者》多语种版本在全球

同步推出。

正式亮相！“一带一路”上的智者

扫描二维码，
观看新华社大型纪录片

《“一带一路”上的智者》
（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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