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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首相的
“客户端定制礼物”
□河南日报 赵恒
卢货航和河南的合作构建了豫卢
同频共振的“双枢纽”战略，被习近平
总书记称为“郑州——卢森堡‘空中丝
绸之路’”。而这一战略的主要推动者
之一——卢森堡首相格扎维埃·贝泰
尔首次来到河南进行访问，其重要意
义不言而喻。

策划先行 合作碰撞
“金点子”
卢森堡首相此次来河南，编委会
高度重视，赵铁军社长、董林总编辑多
次强调，报道要有新意、有创意，运用
互联网思维做好此次访问活动的策划
和报道。接到报道方案，新媒体部和
城市经济部迅速对接，在卢森堡首相
抵豫三天前便开始精心谋划。在这次
采访中如何能占据主动并凸显河南日
报新媒体特色?两个部门在观点碰撞
中激发创意，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头脑
风暴”，
“金点子”终于涌现：两年前，本
报和他曾有过“一面之缘”，2015 年 1
月，城市经济部记者董娉在卢森堡对

首相贝泰尔进行过专访，并留下了珍
贵影像。有朋自远方来，自然少不了
“礼物”，借此契机和“由头”，新媒体部
将当时记者和首相的合影照片制作成
具有新媒体特色的电子版“焦点”特

刊，打印出来进行装裱，这份具有河南
部邮箱，面对这些丰富的素材，怎样
日报新媒体特色的“礼物”若能成功送 “烹饪”才更美味更新鲜? “大火快
到首相手里，并作为一条新闻推出，报
炒”!21：20，访问活动结束后 1 个小
纸版面和新媒体产品联动，绝对是一
时，作为第一落点，客户端在首页开
次扩大河南日报影响力的良机。
设专题，《谢伏瞻会见卢森堡首相格
光有文字略显单薄，图文并茂也
扎维埃·贝泰尔》 通过客户端首发，
缺乏新意，于是新媒体部想到了自己 《金观察丨河南对外开放有多牛?引得
的“看家本领”——电子版“号外”，视
卢森堡首相来“探亲”》《金图解丨
频动图与版面的有机融合。
豫卢合作大事记》 紧随其后，“权威
创新报道方式，力求使新闻动起
消息+深度观察+背景图解”的党报新
来、活起来，更有代入感。新媒体部和
媒体报道“经典套餐”迅速出炉，推
城市经济部各展所长、优势互补，从策
出后一小时点击量篇篇达到 1 万+，迅
划到报道，再到呈现形式有机融合。 速形成了较强的报道声势。
就这样，一场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融媒
为寻求更大传播效果，新媒体部
体报道联合作战拉开帷幕。
拳头产品呼之欲出。晚上当得知记者
将新媒体部精心制作的“礼物”成功
送到首相手里，并在上面签名寄语
部门联动 精心打磨出精品
时，新媒体小编们兴奋之余又长舒一
相互协作，明确分工。在这三天
口气，功夫不负有心人，电子版“号
时间里，记者赶赴前线传来第一手消
外”《卢森堡首相接受客户端特制礼
息，新媒体部编辑坐镇后方时刻关注
物感谢河南日报为我留住回忆》 经过
最新动态，两部门在此期间始终保持
前期策划到后期制作，于第二天早上
“密切”联系。
强势推出，被众多网友迅速转发、收
为保证河南日报客户端首发，新
藏，还成为其他媒体纷纷转发的“爆
闻推出当晚，所有稿件汇总到新媒体
款”产品。

“最河南”视角全媒体报道国际盛会
□河南日报 栾姗
2016 年报道 G20 峰会，2017 年报道“一带一
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能够参与这两次国际性
盛会的报道，我感到非常荣幸，也从报道实践中
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
采用“最河南”
视角全媒体
报道，
是读者喜闻乐见的国际性盛会报道形式。

河南视角 海量采撷新闻
河南是新丝路交响中的一个音符。从整个
高峰论坛的议程上来看，涉及河南的活动并不
多，只有一个河南参与“一带一路”情况吹风会，
如何能让报道出彩呢？
做好规定性新闻。吹风会上，结合河南所
做的具体工作来对接全国视角，从打造“两体系
一枢纽”和着力建设“五通”之路两个方面入手，
采写《河南为新丝路交响贡献“中原音符”
》。
做好剪辑式新闻。高峰论坛新闻中心安排
了一系列记者会。从这些记者会中剪辑与河南
有关的元素，对与会嘉宾进行专访，先后采写了
《立足物流优势打造交通枢纽——访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
《枢纽
经济，修好“路”运好“丝绸”——访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

做好跟踪式新闻。在“增进民心相通”平行
主题会议上，来自河南工业大学的留学生纳塞
姆受邀参加会议。他缘何被邀请，有着什么样
的独特故事呢？采写《巴基斯坦留学生纳塞姆：
“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

全程直播 引发广泛参与
拉近河南读者与高峰论坛之间的联系，除
了“最河南”
视角的报道这一国际性盛会，
采用全
媒体直播方式报道也是很好的新闻表现形式。
抓花絮、抓亮点、抓吸引眼球的新闻，通过
导游式来直播是表现形式之一。高峰论坛开幕
前夕前两天，我就提前来到了北京，探访国家会
议中心。从北京市容市貌、酒店摆渡车前往国
家会议中心、国家会议中心外的丝路金桥等各
种小花絮，成为直播的热点。
经过上午的直播后，引来了众多读者的关
注。特别是下午副省长舒庆要在国家会议中心
新闻中心发布河南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情况，
这也是此次河南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最重要的活动，
将整个直播推向了高潮。由
于本报是河南媒体中唯一率先直播高峰论坛的
媒体，再加上提前做了相关准备，读者参与量短
时间内突破 10 万人次，
获得了良好的反响。

讲好“小事件”背后的“大故事”
□河南商报 高云
5 月 14 日到 15 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 3 年多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对推动国际
和地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5 月 11 日起，
《河南
商报》推出“走在一带一路上”系列报道，讲述现
代版“张骞”
“郑和”
们的故事。
河南在“一带一路”上，是浓墨重彩的一个
节点。不论是文化传播，还是经济交流，都肩负
重任。
讲述人孙书杰是郑州歌舞剧院院长。连续
四年，在国外的舞台上欢度春节，是怎样的体
验？借由他的春节故事，呈现了更丰富的背景：
和哈萨克斯坦总统一起过“年三十儿”，在白俄
罗斯的“庙会”上表演，有外国官员看了演出，想
跟郑州“攀亲戚”……这些稀奇的经历，本身就
是有趣的新闻。原来“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离

我们那么近。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不少中国建
设者的身影。河南送变电工程公司质检员李师
傅就是其中的一员。从 2003 年算起，他 6 次到
埃塞俄比亚。他的工作涉及的工程，属于非洲
最大水电项目复兴大坝水电站的送出工程。听
他讲十年留守埃塞俄比亚同事的故事，项目部
菜地里的“中国菜”，当地人凑钱买咖啡送行等
经历，从贯穿着“革命友谊”的故事里，看到国际
交流中的河南力量。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这
些不同行业的“河南人”用平实的语言，讲述
着他们亲身经历的有情、有趣的故事。在这些
故事中，河南和“一带一路”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然展现。“一带一路”，在地理空间上，那么
广阔、那么远。听了他们的故事，你会发现，
原来，“一带一路”离我们那么近，就在你、
我的身边。

讲述“一带一路”的
河南故事
□大河报 王灿
5 月 10 日开始，大河报推出《一带一路·
河南故事》系列报道——打开“月光宝盒”，
与张骞、班超来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一起
“奇幻漂流”，看看河南有哪些新时代“骆驼
客”正在丝路上打拼，在“一带一路”上共同
奏出交响乐……截至 5 月 16 日，大河报的 19
个版（含 5 个头版）报道维度拒绝单一，选取
多元议题，不仅有纵贯古今的文化情缘，也
有专家学者站台，权威智库解读等。

纵贯古今 感悟丝路人文概貌
《一条古桥穿古道 张骞曾入此间来》
《一腔豪气、几件陶器，述说千年繁华》等，本
报的多篇报道用细腻传神的笔触，让丝路文
化的历史足迹得以延续，让载着文化内涵的
丝路定格在读者心中。
奔跑在“一带一路”上的中欧班列（郑
州），从一开始就吸引着社会各界的目光，除
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风土人情，本报还采
访到了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学会副会长、鲁迅
文学奖得主郑彦英。经过近 1 年的国内外实
地考察、采访，4 月，他完成长篇文学作品《丝
路东风》。从中国古人的西行梦，到遍地开
花的中欧班列，全书共计 23 万字，是国内首
部关于中欧班列的纪实文学。

独家专访 河南元素娓娓道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吸引了
全世界的注意，我省有哪些体现“一带一路”
的文化元素？
河南工业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纳塞姆
在平行主题会议上分享留学故事；河南钧
瓷、汝瓷双双成论坛礼品；从 3 年多前的少人
问 津 ，到 如 今 趟 趟“ 爆 仓 ”的 中 欧 班 列（郑
州）；
“ 丝路跑男”从中欧班列（郑州）终点开
跑，从德国汉堡到中国上海要跑一万两千公
里……除了高端访谈，本报在报道“一带一
路”时，内容更加多元化，包含文化、交通、经
济、国际交流等多个维度，关注政府官员、经
济界人士、学生等多类主题内容，河南元素
娓娓道来，取得了良好的报道效果和互动效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