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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系列评论提纲挈领催人奋进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24 日，
河南日报
在头版显著位置，连续刊发了“奋力开
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系列评论共 10
篇。主旨鲜明地阐释了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省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
为河南凝
心聚力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再添助力。

实把省委十届四次全会明确的各项目标
任务举措落到实处，
必须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
指导实践，
不断汇聚中原更加出彩的
强大力量。
”
强调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作用。

主旨鲜明，站位高远，体现
党报责任担当

落脚河南、有理有据，目标
可期催人奋进

该系列评论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改革开放、
生态文明
建设、
党的建设、
新时代河南奋斗目标等
重大主题谋篇布局，
体现了党报评论的
高远站位、
深度思考和理论思辨。
第一篇《沿着新思想指引的方向阔
步前进》开宗明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
河南发展也踏上了新
征程，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切

省委十届四次全会本身就是推动
十九大精神在河南落地生根的一次重
要会议。十九大精神的时代意义、精
语言生动、事例鲜活，党报
神实质、主要内涵和重大举措，均可在 言论清风扑面
本次会议相关精神上找到“落点”。该
系列评论紧密结合河南实际，准确把
内容需要形式来表达。该系列评
握河南的历史方位，由点到线再到面， 论在语言风格上也生动朴实、简洁明
阐述了河南当前诸多方面的现状、问
快，有严肃论证亦有轻快文采，读来犹
题和前景。文中列举了生动的事例、 如清风扑面，给读者很好的阅读体验，

明晰的数据，催人奋进、鼓舞人心，既
冒着“热气”，也接“地气”，让人们对河
南的未来发展图景充满期盼。
第三篇《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
系》，从习近平总书记让中原更加出彩
的嘱托谈起，再次强调“要着力持续打
好‘四张牌’，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点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省的物质保障”。

专家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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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有力地服务大局
开辟了“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地生根”等多个栏目、专版，持续
不断地刊发反映全省政法战线学、
用十九大精神的新闻报道。有高度
也接地气：
“ 总编辑走基层”深入一
线采访，践行“走转改”要求，刊发了
一批质量高、思想有深度的重大报
道，如总编辑李东红深入新乡采访
了《诉调接上去 纠纷降下来》
（12 月
5 日二版），报道新乡通过完善诉调
对接多元化解机制提升社会治理能
力，是为营造良好法制环境的生动
实践。

强化策划意识
执行了“三级策划”
，
从编委会到
编辑部门主任再到编辑记者，都把策
划意识提在了前头，收到了良好效

果。如记者节，组织记者深入报道一
线，在新闻现场，与报道对象互动，刊
发了两个版的生动鲜活的组合报道，
并与新媒体联动，
多角度、
多侧面地体
现了记者的敬业精神。及早谋划了
“12·4 宣传日”
的报道，
四个版的主题
报道有高度、
有规模，
形成了强大冲击
力，
收到了可观的社会宣传效果。

标题制作上了几个新台阶
近期的好标题有：12 月 4 日 03
版《从一家“独唱”到全体“大合唱”
》；
12 月 5 日一版《我宣誓：忠于宪法》；
12 月 15 日 08 版《再冷，总有暖心事
儿》；12 月 19 日 05 版《那天，他本该
休息……》……每一个标题都是准
确、生动、鲜活、富有感染力，抓住了
题眼，吸引了读者，而且这样的标题
还有许多。

版面清新美化
11月份以来，
报社要求
“做精品报
纸”，一扫沉闷呆板的样式，变得清新
美观了，令人眼前一亮。每天的一版
都是精心设计编排的，
疏朗大气，
逐渐

□韩为卿

体现出了从
“阅读”
变为
“悦读”
的匠心
效果。版面设计上，
充分运用图片、
图
表、线条、色彩等多种版面语言，既有
视觉美，又有节奏感和版面的艺术韵
味。例如 12 月 8 日三版，虽然没用新
闻图片，
但制作了饼状示意图，
一改文
字灌满的沉闷，
让版面灵动了起来。

融媒迈出新步子
近日增开了“媒体融合版”，把政
法机关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内容搬
上了版面，而这样融媒的样式似河南
日报的“焦点网谈”，但在多媒体样式
上又宽泛了。如 12 月 14 日“融媒观
察”版刊发的《都说“限行”，他们为啥
能做到 10 万+》，让人耳目一新。
还有，一版的“言论”得以加强，
体现了“旗帜作用”，
“论坛”版也给政
法系统和读者开了一块可以畅所欲
言、各抒己见的地方。
建议：在适宜时，组织召开一次
“评报”座谈会，听听意见，好好总结，
更上一层楼。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河
南记者站站长、河南省特聘报刊审读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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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出最出彩“端”出新高度
“小薇带你读报告”
“小薇带你学
报告”
“ 小薇学报告进基层”
“ 小薇邀
你来答题”……一套产品、四大系列，
以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为统领，通过
音视频、图解、互动 H5 等多种呈现形
式，河南日报客户端打造出了成体系
的“小薇”融媒体产品，开创了主流媒
体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全新
报道模式。
系列融媒产品的特点主要有：
反应快。十九大开幕当天上午，
河南日报客户端就摘取报告中最重磅
的概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
快速录制了
“小薇带你读报告”
首
期节目，
并在会后第一时间推送，
迅速

收获数十万点击量。
有章法。读报告、学报告、邀答
题、进基层，
“ 小薇”系列产品总体策
划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读报告
时分合相宜；学报告时环环相扣；进
基层与邀答题互为补充，细分受众、
多点发力，形成了全方位的宣传效
果。
多形态。既有音视频产品，还有
图解与H5等多种形态，
同时利用河南
日报各新媒体平台进行音、
画、
影同步
传播，
展现出传播形态上的立体感。
制作精。文案反复推敲，含金量
十足；主播专业稳健，娓娓道来；制作
时加入动画、特效等元素精心包装；

推广时采用极具创意的海报，持续形
成阅读期待。
截至目前，该系列产品的全网总
点击量，
已突破 3100 万人次。系列产
品在刷爆网络的同时，
收获各方赞誉,
也受到网友持续热议。
阅评员认为，
“小薇”系列产品整
体内容丰富，构思精巧，传播广泛，是
主流媒体融合传播的精品力作，为学
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起到了立竿
见影的推动作用，收到了领会快、融
会深的良好效果。此外，在当前党媒
加速转型融合，不断增强影响力、引
导力的媒体竞争格局中，具有很强的
示范意义。

河南日报农村版助力新农村建设

河南法制报服务大局出新出彩
近一个月来，河南法制报出新出
彩，在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同时，
报纸出版质量明显提升，
服务
大局意识通过强化、美化新闻版面形
态上得以体现。

大大提升了党报的舆论宣传效果。
第二篇《奋斗目标凝聚磅礴力量》
中写道：
“省委十届四次全会（扩大）会
议确定的新时代河南奋斗目标，让人
对中原的‘诗和远方’满怀憧憬”。用
一句知名度很高的文艺范儿话语，描
述了中原儿女期盼的美好未来。
阅评员认为，河南日报推出的“奋
力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系列评论，
及时、准确地阐释了十九大精神的精
髓，旗帜鲜明、凝心聚力，为全省深入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列明了纲要、突
出了重点、营造了氛围，有力彰显了党
报 的 政 治 高 度 、大 局 意 识 和 责 任 意
识。对于确保十九大精神在河南落地
生根，进而开启新时代河南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十九大召开以来，河南
日报农村版及时开设专栏，
用 大 容 量 版 面 、权 威 性 解
读、接地气语言、生动活泼
的表现形式，宣传党的十九
大精神，贯彻乡村振兴战略
等重大决策部署，反映基层
读者心声，全方位报道农村
干部群众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学习理解、对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热烈响应；在推动党
的十九大精神进农村，让老
百姓听得懂、能领会、可落
实方面取得了实效，营造了
良好社会氛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广大乡村干部和亿万农民
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充
满期待。为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帮助读者
理解实施乡村振兴这一重
大战略，河南日报农村版从
11 月 6 日起，连续刊发省委
政研室农村处撰写的一组解读文章，对
党中央的这一重大部署作了较为全面
的解读。
不少“三农”工作者在读了这组报
道后表示，解读文章有利于领会十九大
精神关于“三农”工作的精髓，有利于把
十九大精神真正读懂、弄通、做实，对协
力同心推动河南乡村振兴进程取得新
成就充满了信心。
河南日报农村版在每日重要版面
重要位置开设了“推动十九大精神落地
生根”专栏，图文并茂地进行了大量报
道。截至 12 月 4 日，共发稿 120 余篇。
这些报道很好地体现了基层读者学习
十九大精神、用十九大精神指导乡村振
兴实践的高昂劲头，推动了十九大精神
在乡村基层的传播和宣讲。
阅评员认为，河南日报农村版的十
九大精神进农村系列报道，既有一定的
政治理论高度，
又通俗易懂、
切合农村实
际，做到了深入浅出地把党的十九大精
神讲清楚、
说明白，
做到了让农村读者听
得懂、能领会、可落实，很好地体现了农
村版的办报特色，充分显示了主流媒体
在重大主题宣传报道中的责任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