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7 日，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推出《奋斗新时代 春意
满中原》特刊，展示了从2014年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
作以来，全省人民牢记嘱托，不
忘初心，不断谱写河南发展新
篇章的生动实践和自信豪情。

特刊由 16 个版组成，前 8
个版重点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足迹和河南四年来践行总书
记嘱托所取得的成绩。后 8个
版面采用统一布局，以总书记
考察指导河南工作时最关心的
事为主题，进行逐一细致解
读。这16个版面的报道凝神聚
魂，由总到分，从大及小，层层
递进，谋篇布局匠心独具，体现
了党报集团高站位高起点、大
气魄大手笔的一贯作风。

这组特刊报道形式多样，
内容丰满，有气势磅礴、叙述宏
阔的大综述，有紧扣主题、热辣
精到的评论，有热气腾腾、时效
及时的两会反响，有白描勾勒、

用笔精致的人物故事。上议国
是下走基层，真正奏响了一曲
荡气回肠、春满中原时代壮歌。

本次特刊让人观之美，读
之醉，少了大篇幅文字的沉重，
多了清新隽永的活泼。在展示
河南成就时，特刊大胆突破重
大报道传统模式，放弃综述文
体而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鲜活
故事作为头题稿件，以小视角
反映大主题，以小细节折射大
时代，用工笔式的描画和细腻
的笔触，带领读者不断变换场
景，感受中原大地的新变化、新
气象。

好内容更要擅“梳妆”。特
刊版面设计创意十足，大气庄
重，绚丽典雅。特刊中象征春
天和焦裕禄精神的焦桐元素最
是让人眼前一亮，繁花满树，紫
云缤纷，春日盛景犹在眼前。

特刊运用AR技术，通过扫
一扫即可观看总书记来河南指
导调研工作时，与人民群众在

一起的生动影像，实现了传统
报纸与融媒技术的深度融合，
打破了纸媒与新媒体的介质壁
垒，让报纸真正“动”起来。

特刊推出同时，报业集团
系列媒体及新媒体平台同步转
发特刊内容并推出一系列创意
融媒产品，报业与广电互粉、互
推，省内主要新闻媒体同步推
送，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
声部的矩阵传播效应，有效提
高了新闻报道的传播力和影响
力。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3 月
18日 14时，共监测到河南日报
特刊“奋斗新时代 春意满中
原”328个有效信息源，综合测
算全网累计阅读量上亿次。

阅评员认为，此次特刊体
现了党报强烈的创新意识，是
超越自我的又一扛鼎之作，是
推动重大主题宣传“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往心里走”的又一次
生动实践。

为配合全国两会，大河报
推出原创微纪录片《从张庄奔

“康”庄》，用5分钟的光影，展示
了兰考群众从脱贫到奔小康的
幸福故事。微视频 3月 1日发
布后引起强烈反响，线上图文、
视频阅读量达300万人次。

《从张庄奔“康”庄》，是继
2017年《春光的春光》之后的回
访新闻策划。片子中，带着浓
浓年味儿、喜庆劲儿的开场画
面里，闫春光等主人公们，或在
一家团圆贴春联包饺子，或在
田间地头忙着打理庄稼作物，
或在夜幕中推开回家的门与孩

子欢聚……视频里的张庄，有
时尚“书吧”、民俗博物馆，还新
建了一条旅游线路，充满了精
气神儿。“春光”们的新生活，伴
随着河南老乡、央视“名嘴”张
泽群充满磁性的声音娓娓道
来，给人以生动鲜活、幸福满
满、激昂向上的视听享受。

微视频中，养鸡专业户闫
春光捧着营业执照说，他成立
了一家合作社，准备做农副产
品经营；靠种大棚葡萄脱贫的
代红说，“自己富不算富，还要
带着大伙儿一起富”；番茄种植
大户王慧芳，通过手机微信找

产品销路；在外闯荡多年的贾
军伟看家里发展这么好，决定
回乡创业……

这条短视频由大河报首
发，报业集团全媒体平台同步
推广，形成了强大的传播合力，
瞬间引爆朋友圈。

阅评员认为，大河报在两
会报道中早启动、早策划，拍摄
的这部微视频与相关文字、图
片报道形成了互补。视频制作
已达到专业水准，媒体融合的
有益探索所带来的能量，在这
部短视频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和释放。

□大豫网 李中海

全国两会之于我而
言，既熟悉又陌生。熟悉
是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关注
并参与两会报道，陌生则
指今年是我第一次在两会
做技术支撑服务工作。

作为集团旗下的成
员，我所在的大豫网今年
最重要的工作是以互联网
科技增彩全国两会，为集
团和河南争光，而最终呈
现的核心能力，主要集中
并践行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2018 年全国两
会河南报道大数据平台”：
统计报业集团旗下 9家参
会媒体的总发稿量、阅读
量、网友评论、两会热词
等，做系统精准的统计展
示；同时依托腾讯语义分
析等人工智能，向与会代
表和媒体展现颇具科技感
的河南报道大数据。

二 、“AR 科 技 看 两

会”，打造会动的“魔法报
纸”：作为首次亮相全国两
会的黑科技，AR“魔法报
纸”一经亮相就成为两会
河南住地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吸引各方大咖纷纷点
赞，20 多天 AR 报纸阅读
量突破 180 万，展示了公
司的技术创新能力。

三、发挥网络放大器
功能，推动热点矩阵、爆炸
传播：腾讯·大豫网本着前
后方协同作战的理念，构
建了两会专题、时事要闻
PC、腾讯新闻、天天快报、
微信等矩阵全方位报道、
矩阵聚焦两会的传播网，
累计转发推稿数百篇。

20天的两会时光，对
于我和大豫网团队而言，
最大的慰藉和感动莫过于
来自代表、领导、媒体同行
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支持
和鼓励。期待明年再出
发，以科技持续增彩全国
两会报道。

□河南商报 陈诗昂

3月3日开始，在郑州
东站四个进站大屏、30个
进站口小屏幕上，滚动播
放着河南商报 2018 全国
两会原创微电影《让爱快
速抵达》，吸引过往旅客纷
纷驻足观看。

这部 3 分钟微电影，
讲述了河南“米”字高铁串
联起的三段“双城”故事，
反映出以高铁突飞猛进为
代表的河南经济社会发
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
化。这部由河南商报自编
自导自拍自演的作品，登
陆郑州东站和郑州站后，
传播效果呈几何级放大。

全国两会是国家的政
治大事，也是宣传推介河
南的好时机。河南商报借
势推出“我为老家河南代
言”系列策划，宣传推介河
南。“你心中的河南形象是

啥样”，自然而然成为系列
策划的切入点。通过静态
海报+动态视频+报纸呈
现的形式，我们讲述了 8
位极具代表性的代表、委
员心中的河南形象，达到
了为老家河南代言，宣传
推介河南的目的。

兴商润民，是河南商
报的定位和特色。今年的
两会报道中，我们继续重
点关注河南领军企业的表
现，专访了近 20位豫企掌
舵人。用这组报道讲述了
豫企故事，展现了豫企的
实力与担当。

一直以来，河南商报
在大型时政、民生新闻报
道中，一贯坚持小视角切
入。从形式到内容，我们
都力求大中取小、以小见
大，将小视角和大事件有
机结合，坚持这一原则做
出来的新闻，是最接地气
的，也是最鲜活的。

全国两会以来，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充分发挥党媒主力军
和主阵地作用，强化引领意识，
精准策划、精准发力，文字、图
像、视频、音频、H5、直播轮番上
阵，连续推出多款有影响力的
融媒产品，传播两会最强音。

截至 3 月 12 日，全集团发
稿共计 2370 件，阅读量累计
5.68亿次。高点击量作品：#两
会河南热点#在微博上的阅读
量达196万，在头条号上的阅读
量达 1965.6万；【我AI新时代】
两会专题阅读量386万+、【八端
联动报两会】专题阅读量 349
万+、《三网联动 带着您的声音
上两会》阅读量338.8万+……

高站位，突出了两会宣传
的关键和核心。全国两会，做
好习近平总书记相关活动报
道，是媒体最大的任务和最大
的政治。河南日报专门在头版
设置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栏
头，统领“两会”专页。3月 3日
起，河南日报连续推出《农业大
省的历史性变化》等五篇文章，
从政策、产业、载体、民生等层
面，重点解析城镇化率过半的
外在表现、发展着力点、未来可
持续性。这种聚焦两会主题，
大事大处理、大事善发声的处
理方式，彰显了党报的高端权
威，抢占了两会舆论的制高点。

重引领，彰显了党媒政治
底色和责任担当。3 月 7 日的
河南日报重点报道“河南团开
放日”，展现河南发展新气象、
新成绩。“我从基层来”“小薇跑
两会”等特色专栏持续发力。

《情注脱贫攻坚路》等稿件瞄准
基层代表，关注基层代表委员
的提案议案，传递基层声音。

新玩法，实现了融媒传播
的有效与精准。集团注重在创
新上下工夫，用两会最新信息、

记者追踪、报纸版面秀、微博热
点、视频报道等多个角度、多种
形式，呈现两会最新动态。报
业集团还亮出了秘密武器“大
河小AI”，代表委员可以随时与
智能机器人互动和分享，人民
日报微博专门为这种又“新”又

“潮”的玩法点赞加油。
高品质，彰显了党媒报道

的高端与专业。大河报今年推
出“春光”第二季《从张庄奔

“康”庄》，再次引燃朋友圈。河
南日报客户端微纪录片《进·
城》，成为当仁不让的“爆品”。
大河网推出互动H5《致未来的
你》，也迅速“霸屏”朋友圈。

阅评员认为，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在全国两会报道中高站
位、重引领，新招迭出、亮点频
现，在融媒传播上下工夫，着力
提升了党媒的引导力、影响力、
传播力，再次为树立、宣传河南
新形象起到了突出作用。

□河南法制报 吴倩

“今年全国两会大事
多，修改宪法、审议监察法
草案、审议法检‘两长’报
告,要找准与法治有关的

‘菜’。”出发前，报社领导
一再叮嘱。

3月2日，随人大代表
赴京的高铁上，我和同事
已经在车厢穿梭采访。“您
的法治心愿是什么？”“我
的法治心愿是：有法就是
幸福，无法就是痛苦。”李
连成代表笑呵呵地说。秦
英林代表拿起纸张挥笔写
道：循天理、求法理、合情
理、追求公平正义。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畅谈法治。

今年两会，集团 9 家
媒体策划推出的“总编有
约”，对我们是一项综合能
力的挑战。该栏目要求每

家媒体自己邀约访谈嘉
宾、准备选题及串词，还要
上镜和嘉宾录一段上镜视
频。

坐在直播间试了试开
场白，我总感觉说话不利
索。我邀请的嘉宾是全国
人大代表、郑州市金水区
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宋砦村
党总支书记宋丰年。邀请
他访谈，是因为他创办了
全国首家村级法治展览
馆。今年的政府报告中提
到，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格局，而他们创
建的法治展览馆恰好和落
实普法责任制相辅相成。
紧张的录制颇为成功，功
课做得扎实，所以打了胜
仗。宋丰年代表在节目结
束时说：“感谢你们报业集
团电视台！”一句话让我们
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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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会大主题 融媒传播最强音
河南报业全国两会报道创意新气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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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新时代 牢记使命写华章
河南日报推出《奋斗新时代 春意满中原》系列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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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从张庄奔“康”庄》引强烈关注

商报style，唱响河南好声音

以科技为两会报道增彩

功课做扎实 就能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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