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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 郭俊华

2006 年 3 月，原河南报业网
（现大河网）作为我省首家网络
媒体、集团第三家上会媒体，第
一次参加全国两会报道。当时
没有经验，会议开幕前夕才住到
了代表团驻地，两个人仅有一张
床，只能一人打地铺，报道也仅
是文字和简单的图片。虽然是
第一次上会，但采访的代表却是
重磅人物，在时任网络中心主任
董林的协调下，大河网联合人民
网在代表团驻地，邀请时任省委
书记徐光春与全国网友面对面
交流。

2011 年，大河网和电台、电
视台一样，将报业集团的首个两
会会客厅设置到大会驻地，集团
上会媒体也增加到 4 家。大河
网前方报道队伍增加到 8 人，有
专业的主持人，并与河南商报深
度合作，邀请代表委员视频访

谈，首次实现对代表、委员全媒
体报道。

2015年，随着媒体融合的深
入，集团将大河网设在北京的全
国两会会客厅，升级为集团全媒
体报道中心，并首次在前方设立
报道总指挥部。全媒体报道中心
就是一个“家”，只要有访谈，参会
媒体根据各自要求，全部刊登稿
件，真实实现了一“虾”多吃、各家
端菜的局面。

2018，再出发！集团中央厨
房首次搬到前方指挥部，上会记
者全部服从中央厨房调度，一点
采集，多平台发布成为常态，机器
人、小程序、微视频、纪录片、H5
等创新报道手段层出不穷。

作为一名两会老兵，我 12次
参加全国两会报道，见证了集团
由单兵种到集团军作战的全过
程，见证了集团媒体深度融合、全
媒体发力的发展史。

□河南手机报 张钧彦

要问今年全国两会在河南大厦一
楼中厅最显眼的是什么，应该当数“点
赞墙”了。在休会期间，这是代表们和
工作人员最喜欢的去处。

3月 4日，“点赞新时代，传播两会
声音”活动启动，每天 8:00到 22:00，北
京河南大厦一楼中厅的点赞屏都会亮
起。为了保证每一位来点赞的代表和
工作人员随时都能够参与活动，河南
手机报的几位同事轮班值守。拍照上
墙、照片讲解、视频采访，现场火爆。

“谢书记好”“陈省长好！”我们对
大领导从最初的每天多次远观到每天
多次问候，点赞活动的主题最终引得
陈润儿省长驻足到“点赞墙”前。

“你们还在值班呀，辛苦了，我也
来点个赞，为新时代点赞、为手机报点
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经过

“点赞墙”时，向守屏的我们亲切问候。
除了各级领导的关注和支持，众

多代表在休会期间纷纷前来点赞，有
些代表特意回去换了正装，说要用最
好的面貌点赞新时代。媒体同行中，
河南日报、大河报、大河网、河南商报、
腾讯大豫网等兄弟媒体的记者前来点
赞，全国人大代表、新华社河南分社社
长孙志平，郑州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
记、社长石大东，新浪河南政务总监马
贞，也来到现场点赞新时代。

“点赞新时代”活动，时处两会期
间，地处两会驻地，高主题、低门槛，线
上、线下互动，代表、群众互动，会内、
会外互动，超出预期效果，实现了手机
刷屏，我们为所有点赞者点赞！

□大河财立方 王鲁峰

元宵节凌晨5点多爬起来，去
郑州东站赶早班高铁。随身的行
囊中，有一张写满了拟采访对象
名字的“任务清单”。

10点多到北京西站后，拉着
行李箱直奔政协委员驻地，采访
安钢董事长李利剑。之后，折返
宾馆放行李。再之后，奔往另一
处政协委员驻地，采访海马集团
董事长景柱……2018全国两会，
大河财立方报道小分队就这样没
有任何前奏地直接进入晨昏颠倒
的采访、写稿状态。

10天之后一算，才发现周世
龙、吴春波、陈沛 3名上会记者已
经做了 28 场代表、委员财经访
谈，其中包括一期《总编有约》访
谈。

这是成立仅 2个多月的大河
财立方首次出征全国两会。集团
最年轻的“创客”，在全国两会的

新闻竞技场上，该怎样定位自
己？做什么样的新闻？我们的选
择是：“弱水三千，大河财立方只
取一瓢饮。”根据“财媒+金融，相
互赋能”的战略定位，紧盯财经大
咖，主打深度访谈，讲好河南财经
故事。

全国两会河南代表、委员中，
有五位金融界人士，他们在两会
上的首发深度报道，均由大河财
立方率先推出。食品豫军九位代
表，大河财立方几乎遍访，全部深
度对话。这些深度访谈通过大河
财立方微信公众号首发之后，在
财经朋友圈刷屏。更为重要的
是，大河财立方的优质原创报道
还在集团全媒体平台进行分发，
打开了分发“出海口”，有效扩大
了影响力。

垂直、精准、聚焦、链接。小
而美的两会财经报道，随时闪现
的大河财立方LOGO，留下了最美
的三月记忆。

□大河报 侯梦菲

接到全国两会报道任务，3月 2
日北上进京时，恰逢元宵；大会闭幕，
3月21日返郑时，正值春分。整整20
天，我把最美好的奋斗时光留在了北
京，我想用5个“一”，盘点这个“史上
最长出差季”。

“一”支年轻的团队。今年全国
两会，大河报派出了一支年轻的队
伍，包括年轻的大河小AI。大河小
AI承担视频连线、新闻采访、产品呈
现等任务，获众多点赞，还被中宣部
新闻局“点名”阅评。

“一”条幸运丝巾。今年集团精
心准备的两会装备从“战袍”转变为

“丝巾”，这条丝巾被我们称之为“幸
运丝巾”，见证了我们3次提问部长、
代表：3月 7日就“乡村振兴”提问财
政部长，3 月 11 日提问人大监督工
作，3月 12日，在“代表通道”抢到提
问机会，成为河南首家。

“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离开温
馨的小家庭，大家庭的温暖迅速补
位。河南大厦六楼的融媒体中心是
我们的采访大本营，也是能量补给
站。在这里，赵素萍部长、赵铁军社
长、董林总编辑、张光辉总经理等领
导先后来看望、鼓励和慰问，让整个
会期充满温暖。在这里，3月8日，肖
建中副总编辑给所有参会的“女神”
们送上一只精致的“A”字形胸针，暖
暖的仪式感成为两会精彩的回忆。

“一”场媒体融合的大练兵。今
年两会，集团调度旗下9家上会媒体
一起参与、制作、推广、打造了一个新
栏目——《总编有约》，节目以“短视
频+长文+图”等形式呈现，我也有幸
参与，客串了一把主持人，很过瘾。
今年的两会，是大河报全媒体融合创
新的一次大练兵。作为文字记者，不
仅要准备解说词，还要出境客串主
播。为了抢占记者会、代表通道的有
利地形，我每天5点就要起床赶到大
会堂排队，排队的间隙成了我串词、
练习台词的地方。

“一”些不可或缺的遗憾。回望
两会，有难忘的经历，有满满的收获，
也有无法弥补的缺憾。两会结束后，
我内心的遗憾甚至大于收获，总觉得
采访可以再扎实一点，代表可以采访
得再多一些，稿子可以磨得更精致一
些……期待着下一次的采访中，这些
遗憾都变成新的圆满。

□河南日报 刘勰

“2018，再出发！”
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是集团

两会前方报道团的口号。20天的时
间，记不清我们共同呼喊了多少次，
无论是在出征仪式上的意气风发
时，还是在领导看望时的关怀感动
中，包括在疲惫想家时的些许酸涩
里，每次呼喊这句昂扬的口号，都会
让人打满鸡血、鼓足干劲。口号的
背后，凝结的是集团的重托，肩负的
是光荣的使命，体现的更是党报人
的责任担当。

此刻，耳畔回响起这句话，那些
难忘的瞬间、珍贵的画面，一一浮现
眼前，让我体悟回味，收获万千。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报
道，是新的开始、新的挑战。“新”也
意味着新的体验、新的尝试，只要发
挥冲劲、敢打敢拼，就能够破除藩

篱、出新出彩。
在做准备工作时，我提前把 100

多名河南团代表作了梳理，把那些
不熟悉的代表的事迹、材料包括照
片都一一收集，详加了解；我还把十
九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十
次党代会、省两会和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等相关材料作了复习、对照和
归纳，以求采访代表、写作稿件时心
中有数、有的放矢。在充分准备的
基础上，我圆满完成了本次两会报
道任务，无论是“河南团开放日”侧
记还是“两会头条”相关报道，无论
是代表专访还是各类反响，都力争
做到出新出彩。

在日常采访中，我注意在会场
里抓活鱼，在常规报道之外发掘新
闻、留意细节、讲好故事。3月 8日
晚，团组会议结束后，场内人员纷纷
散去，我留意到在会场一角，全国人
大代表、西平县宋集乡宋集村党支

部书记刘香莲和两个人在仔细交
流，遂凑过去静听。原来，刘香莲两
天前在发言时对乡村垃圾处理提出
了建议，住建部立即就此开会研究，
并由村镇建设司负责人来到代表驻
地当面沟通反馈、详细听取建议。
当晚，我就此写了一篇现场新闻《好
建议引来“大部委”》，生动展现了我
省代表委员履职尽责的风采和国家
部委对代表建议的重视，稿件受到
了好评。

表扬与好评既是勉励，更是鞭
策。2018，我们再出发，身为一名党
报记者，我将以这次两会报道的历
练为契机，进一步牢固树立正确的
政治方向、舆论导向、新闻志向和工
作取向，用脚丈量日新月异的中原
大地，用心感受干部群众的壮志豪
情，用情采写有态度、有深度、有温
度、有力度的报道，讴歌新时代、剪
影新气象、鼓呼新作为。

□河南日报农村版 焦莫寒

河南日报农村版今年是第一次派
记者参加全国两会的新闻报道，而我
有幸成为单位派出的唯一记者。

凡事预则立。出发前我便开始备
战，翻阅了代表名单和历年来的两会
报道，还向领导、老师们请教，先期列
出了十几个采访可能涉及的话题。

因为报社只有我一个人在京，写
稿任务重。我每天都作出详细的采访
报道计划，认真听代表发言，找发言中
精彩的地方采写稿件、花絮；为了专访
代表，一人身兼数职，联系代表、预约
时间、沟通联络、采访、拍照、录音录
像、写稿一气呵成；作为媒体联络人，
还要负责沟通前后方信息，每天晚上
开例会、手抄文件，跟后方领导沟通
……工作虽很忙碌，但内心充实，我每
天晚上都睡得很香。

在众多报道中，印象最深的是我
第一次完成的一件全媒体新闻作品。

在全媒体栏目《总编有约》中，农
村版的主题是“乡村振兴”。我从到京
第一天就着手酝酿，经过10天左右，在
不影响其他采访的前提下，搜集材料、
准备话题、预约代表、反复沟通，同时
跟集团其他媒体协调时间，自己上场
主持到最终录制完第 3 期《总编有
约》。这是我第一次尝试了全媒体节
目的所有步骤，大家对作品也很满意，
肖建中副总编辑鼓励我说：“一个人完
成了一个团队的工作，这对你今后一
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回望第一次参会的经历，我学到
了太多。崭新的一页已经打开，年轻
记者肩负责任，时不我待，我能做的唯
有珍藏收获，踏实前行，不负新时代。

我在两会
收获的五个“一”

弱水三千
财立方只取一瓢饮

2018，再出发 我们是
两会“守屏人”

参会12年
见证单兵种到集团军作战

担当责任
不负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