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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电子书
温情走心

20
万

截至 9 月 28 日
15 时，《岭上开
遍呦，映山红》原
文以及相关报道
在河南商报新媒
体平台上总流量
超过20万次

“打开这本满含温情的电子书，一
起走进李芳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生。”9月
27日 8时 30分，河南商报推出的新媒
体产品《岭上开遍呦，映山红》电子书开
始在全网传播，很快获得如潮好评。

对于报告文学《岭上开遍呦，映山
红》这样的重磅作品，电子书这一颇具
创新的表现形式与常用的微信文章、
图片、动画、视频等不同，它更加厚重、
富有感情，也更匹配作品的特性。

9月 24日晚确定方案后，河南商
报于 9月 25日 21时许制作出第一版
电子书版本的《岭上开遍呦，映山红》，
随后又进行了 9次修改、重新排版和
生成。9月 27日早高峰，最终版本的
电子书版《岭上开遍呦，映山红》借助
朋友圈、河南商报官方微信公众号、今
日头条、腾讯新闻等平台迅速传播开
来。同时，围绕《岭上开遍呦，映山红》
所采写的报道和制作的海报等产品，
也在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百度百家
号、掌中河南客户端等平台一起推出，
很快形成声势。

截至 9月 28日 15时 27分，电子
书版《岭上开遍呦，映山红》总阅读
量已经超过 3.3 万次。而《岭上开遍
呦，映山红》原文以及相关报道在河
南商报新媒体平台上总流量超过 20
万次。

不仅如此，河南商报 9月 27日还
在新媒体平台推出了诸如“《岭上开遍
呦，映山红》感染河南教育圈：为有这
样的优秀同行自豪”等反响内容，当天
就形成了二次传播高潮。③8

河南手机报

方寸之间
正能量爆棚

岭上开遍呦，映山红……
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绿之风

希望小学李芳老师离开我们已经
100多天了，岁月的沉淀让她的事迹
越发闪亮，感动着越来越多的中原儿
女。

9月 27日，河南日报推出一篇近
2万字的纪实报告文学《岭上开遍呦，
映山红》，大河网同步推送的 4分 29
秒短视频——《大别山为何又唱映山
红》，瞬间在朋友圈被刷屏。人们刷
屏的不是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而是
李芳老师那在生死时刻做出的撼动
人心的抉择。

4分 29秒的短视频，诉说着人们
对一名好老师的思念，诉说着人们对
一位英雄的崇敬。大别山上，映山红
开得正浓；绿之风校园里，孩子们正
玩得开心；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李芳
老师母校）“桃李芳华园”旁，学生们
静静地注视着她……

刷屏的不只是这部短视频，9月
25日，在大河网成立 20周年暨大河
网移动端宣传平台新版上线仪式上，
大河网制作的《大别山为何又唱映山
红》预热视频海报，就获得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赵素萍的称赞。

视频海报虽然仅有十秒，但在漫
山遍野杜鹃花的映衬下，伴着一曲
《映山红》的悠扬曲调，李芳老师生活
过的美丽大别山、生前上课的教室以
及学生们的画面一一呈现。③3

刷屏视频
诉说思念和崇敬

大河网

大河报

9 月 27日，河南日报发表重磅纪
实报告文学《岭上开遍呦，映山红》，聚
焦河南省信阳市山乡女教师李芳的大
爱人生。当天早上，依托该报告文学，
大河报推出同名声音故事剧，让暖心
故事走进更多人的心田。

作为大河报首部声音故事剧，该作
品以H5的形式，通过微信传到了千家
万户。

其实，该剧虽然温暖，但制作过程
充满纠结。第一个纠结是，这么好的
故事，应该采用什么形式呈现呢？大
河报产品创意部小编经过多轮讨论，
决定用最富有情绪的方式——声音。

《岭上开遍呦，映山红》一文从头
至尾，《映山红》的歌曲反复出现。文
章中，有李芳女儿读信的篇章，也有不
同人物以第一人称的讲述。这些都很
适合用声音故事剧去表现。

但是，第二个纠结随之来到，大
河报没有电台那样专业的设备，小编
们的声音也没有播音员的好听。可
是，大家坚信好的创意优于专业的表
达。小编们决定跨专业尝试，女生读
李芳女儿的独白，男生讲述整个故
事。

主题曲《映山红》贯穿整部故事
剧，故事与乐曲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故事剧中使用的另一首曲子是《城南
旧事》的插曲《花儿落了》，温婉、轻
盈。此外，为了增加现场感，小编们还
搜集大量素材，把当天在现场的学生
的采访录音、李芳老师救下的学生家
长的讲述等，穿插在故事剧中。

历时 48 小时，这部 11 分钟的声
音故事剧全部制作完成。H5后台显
示，该剧除了在河南广为传播外，还
得到湖北、新疆、甘肃等多地网友的
关注。③8

11分钟广播剧
录了4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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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情结很重的媒体人，偶遇一
个好的新闻素材，总有全情投入，用手中之
笔创作出优秀新闻作品的冲动。追记舍己
救人的山乡女教师李芳的报告文学《岭上
开遍呦，映山红》，就是这样几位媒体人的
倾情之作。

搁在以前，这样的文章一出版，大家必
然争相阅读，交口称赞，我们媒体人的工作
就算做到位了。可现在是融媒体时代，有
了新媒体平台，情况就发生很大的变化。

所以这篇报告文学到了我们这儿，就
变身为一套新媒体产品。这套产品共分三
件，一张创意海报、一组手绘图片《手绘六
幅画面，一生芳华！这位老师的故事即将
刷屏》和一个一分钟短视频《视频一分钟，
在你心中种下一棵“映山红”》。

创意海报业已成为新媒体产品的一种
“标配”，手绘图和短视频则是这次新媒体报
道的亮点。选用这两种产品形式，主要基于
两点考虑。其一，基于用户阅读兴趣与习
惯。其二，追忆、歌颂英雄的题材特别适合
用图片和视频的传播形式，对于用户来说，
这样的形式最能唤起他们的情感体验。

为了最大限度放大这种情感体验，我
们在制作产品时选择使用手绘图，这样可
以把最直接、最有感染力的画面传递给用
户。在创作时，我们从报告文学中选取李芳
生平的几个精彩瞬间，采撷出来，加以概括，
作为手绘图的素材。画面没有复杂的线条，
突出李芳形象，强调人物姿态。色彩采用黑
白灰，局部套红，表现手法前卫，又有连环画
特性。

我们的短视频产品在使用手绘图的基
础上，又进行了情感升华。在短视频中，我
们通过视频技术，将一幅幅照片置于一面
素雅又洋溢着回忆感觉的背景墙上，在照
片不停地变换中，把各界人士对李芳的思
念、爱戴之情充分展示并进行了情感扩
容。伴随着旋律优美的《岭上开遍映山红》
的背景音乐，整部短视频作品给予用户一
种沉浸式的情感体验。

产品“叫好又叫座”背后，是我们持续不
断地对媒体融合的探索。“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本是君子修身事，拿来作为我们新媒体
人进行内容创作的“圭臬”，也刚刚好。③6

9月 27日，本报头版刊发的长篇
报告文学《岭上开遍呦，映山红》引起
广泛关注。河南手机报全天候传播
不停步，以亮点集纳、创新包装、全网
推送等多种方式，将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融媒矩阵的精彩作品打包呈现，并
在晚报时段，面向全省 1600 万用户
推出特别报道《今日，“映山红”红遍
全网，那是报业展“芳”华》，让热转、
热评环环相扣，在 8小时内形成全媒
体、全视觉、全方位“刷屏”，在手机屏
幕的方寸之间传递出彩正能量。

作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用户最
多的移动端新闻传播平台，一直以
来，手机报秉持整体意识和全局意
识，在深耕融媒矩阵内容产品的基础
上更进一步，创新包装与加工方式，
充分发挥“小屏”灵活性，让千万读者
以“小”见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手
机报采取有声化、全集纳、美图转三
步走，立足感人至深的文字作品，网
罗媒体矩阵的缤纷精华，探索手机平

台的灵活呈现，激发网络空前的传播
能量，多管齐下，兼收并蓄。

有声化，即推出报告文学全文音
频，延续“与你共读”栏目优势，让感
动流淌在声音中。

全集纳，即在新界开设专题，将
集团融媒矩阵推出的产品全部纳入
其中，只要一键点开，就能按照最新
动态、报告文学、视频、音频、H5、海
报、评论的顺序，全方位感受《岭上开
遍呦，映山红》的感人力量。截至 28
日 16时，各种新媒体产品点击量已超
过97万次。

美图转，即制作精美的产品海
报，在新界以及朋友圈等社交平台进
行转发，形成“刷屏”之势。

这样小屏展“芳”华的宣传也带
火了一种新型晒图方式——“映山
红”九宫格。不少读者用多家媒体海
报拼成九宫格形式发在朋友圈，并动
情表示：“这是映山红的花语，这是最
美的九宫格。”“一眼望去，一片‘芳’
华。”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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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花给你，把叶给你；把心给你，

把爱给你……9月27日，河南日报头

版刊发报告文学《岭上开遍呦，映山

红》，深情追忆河南山乡女教师李芳在

关键时刻以身挡车勇救学生的感人故

事，与此同时，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

系列媒体以视频、音乐剧等多种产品

形态全网推送，李芳的故事迅速成为

网络传播热点。据监测数据显示，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首发相关报道后，人

民网、新华网等中央媒体和省内媒体

纷纷转载，截至目前，网络相关信息已

近2万条，全国媒体转发量近千条，覆

盖用户3亿多人。③8

报告文学“变身记”

●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喻新安：
读了这篇报告文学，久久不能平静！我想到了“民族脊梁”这个词。李芳老师的事

迹感人至深，她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她至善至美至真至纯，是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她用一生的付出诠释了坚守的内涵与价值。

jdwt@henandaily.cn

大咖感言

●省作协副主席乔叶：
很震撼，也很疼惜；很感动，也很难过。作者把李芳老师比喻成了“映山红”，这真是再贴切

不过，她是平凡民众中盛开出来的英雄之花。

●省文联主席邵丽：
《岭上开遍呦，映山红》情深意切，读了热泪盈眶。有人说当下老人倒地都没人敢扶。但

关键时刻，总有李芳这样平凡的英雄挺身而出，拿自己的生命来为中华灿烂的文明作证。李

芳的精神，既是时代的精神，也是历史的精神。河南日报客户端

●信阳市作协副主席田君：
如果悲剧重来一次，我相信她还会做同样的选择。这不是她慎重思考后的

决定，而是在面临生死考验瞬间献身精神的爆发，是凝聚于她日常生活的伟大人

格的必然呈现。李芳是平凡的，李芳更是伟大的。

100
万

截至目前，手绘和
视频两款产品在河
南日报客户端阅读
量双双突破 10 万
次，纪念李芳老师
专题的阅读量已经
超过100万次

截至 28 日 16
时，各种新媒体
产品点击量已
超过97万次

97
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皓 陈晨 张红梅

李江瑞 王建华 孙贝

康世甫 葛思贤 马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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