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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杨

头版头题的位置，1.8 万
字的篇幅，3个整版的规模，并
配以 1个整版的影像——9月
27日，河南日报重磅推出长篇
报告文学《岭上开遍呦，映山
红》，唱响一曲英雄教师李芳
的赞歌。

“映山红”一文在河南日
报推出后，中宣部《新闻阅评》

《河南新闻阅评》均刊发专期，
对文章给予高度评价。省委
书记王国生，省委常委、宣传
部长赵素萍批示表扬，并希望
河南日报继续贴近群众、深入
基层，把握好时代脉搏和人民
需要，写出更多有血有肉的好
作品。

集团旗下系列媒体以微
视频、音乐剧等多种产品形
态，将《岭上开遍呦，映山红》
一文全网推送，一时引起广泛
关注。人民网、新华网、央广
网等全国各大网站、知名公众
号相继转发转载。截至 10月
9日 18时，网络相关信息已近
2万条，全国媒体转发千余条，
覆盖用户 3亿多人，成为网络

上的刷屏热点。
“至柔至刚，至善至美，您

是最美的园丁!”“师者仁心，仁
者爱人，您对得起人民教师这
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一口
气读完，读出了新时代出彩河
南人的精气神!”“感动!飙泪!”
无论是街谈巷议，还是网络留
言，类似这样的点赞，比比皆
是。

对于这样的报道效果，创
作团队表示，既有“想不到”，
但也“有底气”。“想不到”的
是，浅阅读盛行的时代，竟有
这么多的读者有耐心看完一
篇万字长文，并从中体味温暖
找到感动。“有底气”的是，这
篇文章是经过反复打磨的，曾

“十二易其稿”。正如董林总
编辑所说，党报人要有静气、
存匠心，让报道从精品向经典
进军。

赢在起跑线上的策划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

精神气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
代的英雄典范。深挖英雄的
思想轨迹和成长历程，必然能
找到时代精神留下的印记，必
然与时代前行需要的气质相

契合。根据省委书记王国生
提出的深度挖掘李芳老师舍
己救人的英雄事迹，聚焦这位
真正出彩的河南人，创新表达
和体裁，写出有思想深度、有
感染力新闻报道的重要要求，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立即行动，
董林总编辑连续三次召开策
划会，最终确定深入采写一篇
报告文学，用这种新闻宣传的

“重型武器”起到“一锤定音”
的效果。河南日报同时刊发
评论员文章、组织诗歌专刊，
并通过全媒体采集与生产的
方式，扩大传播覆盖面。

不怕磨破脚底板的记者
报业集团将这次报道作

为深入践行“走转改”的一次
重大机遇。董林总编辑率文
字、摄影、视频记者组成的全
媒体主创团队，迅速赶赴信
阳，开展深入细致的采访。

创作团队走遍李芳老师
工作生活过的角角落落，先后
面对面采访 50 余人，查阅了
100 多名群众提供的文字材
料，挖掘独家信息，在“追根溯
源”上下苦功夫。

比如，李芳老师29年扎根

革命老区，面对“机会不下十
次”调到城市学校去的抉择，
她选择坚守;与丈夫、女儿三地
分居，虽只有周末相聚，她选
择付出;被丈夫、女儿、姐姐

“押”去医院做手术，她不忍放
下;奔波十几公里为公公买爱
吃的馄饨，她贤淑孝顺……一
个个感人的故事，都是创作团
队一次次问出来的，一点点聊
出来的。

脚下有泥，心中有底。正
是凭借“脚底板下出新闻”的
精神，创作团队每天行程 100
多公里，走过崎岖的山路，寻
踪迹，访群众，挖背景，抓细
节，不仅精准记述李芳老师的
感人事迹，恰当提炼李芳老师
身上蕴含的红色“基因”，而且
让英雄的形象不再“高大全”，
而是有血有肉，更加可亲、可
敬、可学。

精品是“磨”出来的，经典
是“熬”出来的

从信阳乘高铁回郑当晚，
创作团队完成第一次合稿、通
稿，直至次日凌晨。此后，大
家度过了无休的中秋节假期。

一遍遍读，一段段调，一

句句改，“总觉得还是有一股
劲没有上来，还是有一层窗户
纸没有捅破”，创作团队成员、
信 阳 记 者 站 站 长 胡 巨 成 对

“磨”和“熬”的过程深有感触，
“董林总编辑与大伙儿一起深
入讨论、反复斟酌拿捏，最终
创作团队把目光投放到李芳
老 师 出 生 成 长 扎 根 的 地 方
——红色土地大别山和她的

‘形象代言’映山红上，投放到
影响了几代人、大家耳熟能详
的革命电影插曲《映山红》上，
文章一下子有了‘魂’。”

要想感动读者，就要先感
动自己，感动身边人。在反复
打磨作品的过程中，创作团队
精益求精，大家把文章一遍遍
念给同事听，念给家人听，直
到他们或热泪盈眶或泪水涟
涟，才放行通过。见报前的那
一稿，已是第12稿。

创作精品，打造经典，归
根到底是要依靠过硬的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提升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写出更多讲好“北京话”、讲好

“河南话”、讲好“百姓话”的好
作品。

让精品成为经典，“映山红”背后的故事

□张从博

节后上班首日，“亲爱的
豫”成为朋友圈热词。

10月8日，大河报以《上
海女作家游河南 倾情“亲爱
的豫”》为题，报道了上海女
作家石磊游记《亲爱的豫》成
为朋友圈热点的新闻，引发
读者热烈反响。

石磊是 60 后上海女作
家，作品擅长描述都会人生，
文字畅快淋漓，文意柔软妩
媚，广受读者喜爱。今年国
庆假期，她避开热门景点，选
择文化底蕴深厚的小众景
点，在河南度过了难忘的 8
天文化之旅。

石磊这趟河南文化游线
路是这样的：北宋皇陵、巩义
石窟寺、康百万庄园、洛阳古
城丽景门、洛阳博物馆、新安
千唐志斋、南阳汉画馆、武侯
祠。所到之处并非人山人海
的热门景点，但无不彰显着
厚重的中原文化。

她在游记中感叹：“一路
驰骋，河南这个地方，动不动
就是两千年的人物曹操孔明
武则天，开口就是商周秦汉，
几乎处处辉煌，脚脚有灵。”

“明月清晖，于斑斓的浓
云里穿行，慈云寺落落大方
没有古今，中原的莽莽大地
在脚下，我的眼泪啊眼泪。
那一晚，你是与谁，共的明
月？”流泪，几乎从石磊的每
一篇河南游记中都能看到。
不仅在邙山望月时，还在南
阳汉画前，在中原丰收的景
象中……

“河南这个地方是任何

时候让我去，我都会有激情
去的地方。”石磊感慨说。

石磊的河南游记引发了
不少读者对河南的兴趣，大
家纷纷留言。网友“笙念”
说：“意犹未尽……跟随您的
文字畅游了小半个河南，美
丽又魅力十足的大河南被您
一下子写活了！”

在首发报道占领了读者
朋友圈的同时，大河报趁热
打铁，主动设置新话题，利用
官方微博、微信和大河客户
端等全媒体平台，发起了“老
乡看过来，一起寻找河南小
众景点”有奖征集。龙门石
窟、嵩山少林寺、清明上河
园，在河南，除了这些耳熟能
详的文化旅游景点，还有哪
些底蕴深厚的小众景点？你
的老家哪里值得转？快来共
同设计一条文化游线路吧！
征集引发省内各地网友积极
响应，截至 10 月 8 日晚 10
点，郑州、安阳、南阳、洛阳等
百余位网友留言当起向导，
主动设计出自己眼中的“小
众河南文化旅行线路”，推介
藏在深闺的“老家河南”文化
旅游资源。

10 月 9 日 ，河 南 日 报
“焦点网谈”版和大河报又
分别以《欢迎常来“亲爱的
豫”》和《“亲爱的豫”总有一
处风景与众不同》为题进行
了跟踪报道，呈现了河南网
友所盘点推介的冷门文化
景点。

有网友说，继“老家河
南”之后，河南又有了一张亲
切而又时尚的新代称——

“亲爱的豫”。

上海女作家倾情记述 集团媒体联动推送

“亲爱的豫”成为河南新代称自今年起，国家将每年秋
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首届丰收节为公历的 9月 23
日。在庆祝丰收节的宣传报
道中，河南日报提升站位、提
前谋划，全媒体展示了河南农
业大省丰收的出彩画卷。

强策划——实现整体与
独特的统一。9月17日起，河
南日报在要闻版开设专栏“出
彩中原庆丰收”。围绕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农村
新变化、新现象，刊发消息、通
讯、评论、图片等，展示社会各
界对节会的关注和期盼，反映
农业农村发展新貌，营造浓厚
节日氛围。 9 月 22 日至 26
日，连续推出 6个特刊，浓墨
重彩展示全省各地庆祝丰收
节的特色活动。27日起至月
底，将丰收节报道与我省传统
的“三秋”报道打通，保证热点

不断、持续发酵。整个报道既
贯穿着“礼赞丰收、感恩农民”
主题，又从不同侧面、不同角
度印证着党的好政策在中原
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整
体性与独特性相得益彰。

重质量——实现内容与
版式的统一。河南日报采编
人员心怀中央政策，笔触对准
基层。走田间、听民声、话丰
收，架起天线、传递声音、激发
共鸣，实现了重大主题的精细
化表达，做到了宏大叙事与讲
好故事的结合。

为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
一，河南日报在此次丰收节的
报道中作了新尝试，将传统的
农业元素与时尚的出版元素
完美结合，版式大气美观、创
意十足，主题报道既有“言
值”、又有颜值。

促融合——实现纸端与

“指端”的统一。河南日报融
媒平台发力，在渠道和推广上
下足功夫，让中国农民丰收节
的报道在“指端”起舞。尤其
是河南日报客户端开设直播，
发起“众筹新闻”活动，发动用
户和推广大使提供图片、文
字、视频等素材，既解决了稿
源不足难题，又强化了第一现
场。整个直播内容立体生动，
全方位、全视角播报了全省各
地喜庆首个农民丰收节的欢
愉气氛。

阅评员认为，河南日报对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报道，
记录了新时代河南农民的新
形象，体现了“三农”大省以

“四优四化”为抓手加快乡村
振兴的生动实践，在全国省级
党报“同题作文”中表现抢眼，
很好地凸显了主流媒体的责
任与担当。

今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
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河南法制报紧紧围
绕这一攻坚战的部署和进程，
精心策划组织宣传报道，前 3
个季度共刊发扫黑除恶专题
稿件 855篇、图片报道 300余
幅 ，新 媒 体 平 台 刊 发 报 道
1100 余条，营造了扫黑除恶
强大舆论氛围。

扫黑除恶，宣传先行。河
南法制报全面深入宣传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宣传我
省各级各部门落实扫黑除恶
的举措、进展和成效，动员广

大群众积极参与专项斗争。
开辟了“扫黑除恶进行时”“扫
黑除恶在行动”两个专栏，每
天不间断刊发相关宣传报道，
并推出重点报道、专题报道。

进入下半年以来，河南法
制报进一步加大扫黑除恶报
道分量，每天都有专版刊发，
每月都有近20篇新闻报道在
一版重要位置刊发。8月 22
日以后，把每期报纸的 08和
09 版连版处理，作为扫黑除
恶报道专版。

河南法制报微信公号、微
博、平安河南手机报等新媒体
平台，也开辟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新闻专题，全平台、全天候
滚动发布相关新闻，对纸媒上
刊发的报道进行二次包装传
播，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传播
及时、效果良好。

阅评员认为，河南法制
报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报道，政治站位高、宣传声势
大，持续时间长、传播覆盖面
广，全面展示了我省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进展和成果，
用精彩的宣传报道践行了举
旗帜、聚民心的职责使命，是
政法主流媒体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创新重大主题宣传的
成功实践。

河南法制报扫黑除恶报道声势大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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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全媒体展示出彩中原丰收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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