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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钧彦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抚今追昔，
人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后我们身边发生的
巨大改变，我们的家乡也都旧貌换新颜，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即日，河南手机报邀请全省网友参加抖音挑
战了，你可以在抖音APP上搜索#改革开放40年，
家乡变化抖一抖#，上传原创“晒家乡”视频，或发
送原创视频至hnsjbbjb@163.com参与活动。

你家有老照片？翻出来晒一晒；你的家乡有
美景？翻出来抖一抖。怎么能一直只做观众，现
在给你一个机会做主角，你将获得展现自己创意
的机会，同时成为家乡的“代言人”。快拿起你的
手机，随时随地拍摄，你负责“抖”，我负责“秀”，15
秒“抖”出你的家乡美。

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玩，请看看下面的这个教
程，我们的一位正在南阳出差的小伙已经按捺不住
去参加挑战了，快跟着他“抖”起来！③4

详情请点击：http://hnsjb.cn/Z32iIr

时光在变，大河报从一张纸衍生出了一个官
方微博，但第一时间发布权威消息的媒体基因不
曾改变。8年间，大河报用 9万余条微博，记录河
南建设点滴进程，记录河南好人每个瞬间，记录你
我关注的每个热点。

2012年 7月 9日，河北黎昌火车站有人卧轨
自杀，郑州铁警高专大一学生李博亚奋不顾身前
往相救，导致失去双腿。

2013年 6月 10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女大学
生周文静在出租车上捡到 10 万元现金，如数归

还。
2017 年 3 月 13 日，新郑一所居民楼突发火

灾，半身不遂的爷爷为了保护孙女不被烧伤，将其
举出窗外，自己却葬身火海。

2018年 1月 1日，甘肃金昌市龙泉公园，6岁
男童坠入冰窟，河南汉子赤身相救，成为火爆全国
的“红裤头哥”。

……
不忘初心，记录热点。8年来，传递正能量，发

布权威信息，@大河报一直在路上。

有一种第 叫大河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诞生河南首个千万级机构微博

摘得河南首个千万级机构微博“桂冠”，
对大河报来说不是偶然。目前，大河报这块
金字招牌品牌价值已达 94.76亿元，它连续
14年入选“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是河
南历年来唯一上榜媒体。

23岁的大河报已不仅仅是一张报纸，
“一报两微三端”的融媒矩阵共同组成“大河
家族”。一报即大河报，两微即大河报官方
微博、大河报官方微信公众号，三端即大河
客户端、豫直播、大河财立方。各个成员在
各自的领域均成绩斐然。全方位发力，是大
河报在融媒体转型时代的必然之举。

其中，大河报官方微信公众号 2012年
12月 20日发布第一篇文章，目前粉丝数量
有 60万，关注热点，从不缺席；大河客户端
2016年 1月 8日正式上线，同时也是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重点打造的综合端，深耕本地，
用户达到 1300万；豫直播 2017年 6月 6日
正式上线，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通过大河报
精心打造的“党字号”直播及短视频聚合分
发平台，一年来，豫直播累计进行了上千场
直播，最高单场点击量超过5000万人；大河
财立方 2017 年 12月 16日上线，主要以大
河报财经新闻为基础，整合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大河网络传媒集团的优质财媒资源，着
力打造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全媒体
平台，对河南上市公司和中原金融等重点领
域，大河财立方正在实现无盲点覆盖。

大河报的成功转型，是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融媒转型的范本，也是报业集团推进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媒体与多元产业
跨界融合取得的成果之一。②8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段伟朵

在河南日报创刊69周年即将到

来之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融媒改

革又获一突破性成果——5 月

27 日 12 时 23 分，河南首个

千万级机构微博在报业集

团旗下诞生，它的注册名

字叫“大河报”。8年间，

它用9万余条微博记录

河南发展点滴进程。

从百万大报到千

万“大V”，23岁的大河

报仍是河南百姓心中

的“第一”。但是，大河

报追求的绝不仅是数据

上的第一。这种第一，是

牢记新闻职责，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的“第一”；这种第

一，是不忘办报初心，第一时

间发布权威消息的“第一”；这种

第一，是设身处地为读者着想，拥有

最广泛群众基础的“第一”；这种第一，是

融媒转型特殊时期，敢拼敢干敢创新的“第一”。

粉丝数从0到 1000万，@大河报用了8年零1
个月的时间。

2010年 4月 26日，大河报官方微博发布第一
条微博，从此开启了大河报发声的另一种模式：
140字，短小精悍，只说干货。2012年 8月 8日粉
丝数量突破 100万，2013年 5月 23日粉丝数量突
破 200万，2017年 3月 8日粉丝数量突破 800万，
2017年 9月 25日粉丝数量突破 900万，2018年 5
月 27日 12时 23分，粉丝数量突破1000万！

粉丝量迅猛增长的背后，是优质而高效的内

容输出。其中，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是大河报一个
鲜明的标签。

2017年 2月，新密高二学生陈奕帆，骑电动车
不慎撞了路边停靠的一辆宝马车，他在车门把手
里留下了一封道歉信和打工挣来的 311元钱，车
主薛战民被深深打动，他不仅找到了这名学生，还
资助该学生上学。

事情发生后，大河报记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并以《穷有信，富且仁》为题进行独家系列报道，影
响深远。

不忘办报初心，第一时间发布权威消息的“第一”

牢记新闻职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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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心系读者，
拥有最广泛群众基础的“第一”

从中
原报业市

场第一品牌
到河南首个
千万级机构

微博，从百万大
报 到 千 万“ 大

V”，大河报的“好人
缘”毋庸置疑。为

啥呢？因为大河报始终
心系读者，晋级“千万俱

乐部”后，@大河报立即开启
了粉丝节活动，用表白微博、抢红包、

抽手机等活动，回馈广大读者。
5月25日，大河报官方微博就开始为一

路相随的“河粉”们开了一个线上的“心愿福
利趴”，每天有一条微博，为“河粉”们特制，

这条微博可以是表白、示爱、表露心声、晒照
片、寻人等，只要有愿望，@大河报就尽力帮
粉丝实现。其中，@187毛毛、@凤凰涅槃身
残志坚留言许愿脱单，@大河报于5月26日
19时许，帮两人发布了专属愿望微博；@玉
七的一年之约私信官博，许愿 2019年 304
室的“小仙女们”考研必过，@May_许愿考
研成功，@大河报于 5月 25日 19:27，帮他
们发布了专属微博。帮你脱单，“祝”力考
研，@大河报妥妥的是枚“暖男”。

从粉丝数突破 1000万的那一刻起，给
粉丝的各种福利拉开帷幕啦。转发微博，可
以参与抽奖，赢取小米mix2s、小米电视、小
AI音箱、小米体脂秤、米家 LED 智能台灯
等多种炫酷奖品。此外，大河报官方微博还
将连续5天设置微博口令红包，为“河粉”回
馈现金红包。

融媒转型时期，敢拼敢干敢创新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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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侯皓 李鹏

改革开放 40年，中原大地上散落着太多故事，“小
薇”将一张张“新名片”的故事讲给你听。

自去年以来，河南日报新媒体推出的“小薇”系列多
次出新出彩成精品。时值河南日报创刊 69周年、河南
日报客户端 2周岁之际，河南日报新媒体再次推出“小
薇”系列重磅策划——“致敬改革开放 40年，探访新时
代河南新名片”。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个地方可以体现
一个国家的风貌。40年来，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从一
个较为封闭落后的农业省份，发展成为中国最开放、最
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新时
代的河南，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行走中原，“小薇”将和你一起探寻新时代河南的“新
名片”。我们将用镜头采撷这片土地上一颗颗闪闪发亮
的“珍珠”，将其串成最美丽的“项链”，以此向这段光辉岁
月致敬，并从中汲取智慧与继续前行的力量。

探访“新名片”的行动其实在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
酝酿。“新时代河南新名片”系列在今年河南日报推出的
全国两会全媒体报道中就曾受到广泛关注。会场内，

“小薇”在北京向参会的驻豫全国人大代表、住豫全国政
协委员和广大网友广泛征集折射时代变迁和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名片”；会场外，网络上超百万网友积极关注
并参与推荐，一张张涉及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河南制造
等“名片”源源不断上线，汇聚出了新时代河南新气质。

带着大家的期待，我们再出发！本系列节目的第一
期，就“锁定”河南当之无愧的新地标“大玉米”。

近些年，南来北往的客人们如果问起“郑东新区在
哪”，热情耿直的河南人大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大玉米，
CBD”。的确，如果说郑东新区是河南新型城镇化进程的
缩影，那么“大玉米”就是郑东新区的“代言人”，它用俊美
挺拔的身姿向人们讲诉着这座“如意之城”崛起的故事。

这座标志性建筑的设计灵感来自中国现存最古老
的砖塔河南嵩山嵩岳寺塔。这栋取法于“古”的建筑本
身却散发出盎然的“新”意，让人对“传承”与“创新”也有
了更深入的思考。穿梭于两地来拍摄，最能凸显内陆开
放高地河南“以古闻名，以新出彩”的时代特征，展现改
革开放40年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活力。

穿越近1500年历史，让我们跟着“小薇”，一起去探
寻这段古建筑与新建筑之间的故事，视频节目即将推
出，我们不见不散！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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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河南“新名片”“小薇”再出发 15秒“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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