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联合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制作推出“爆款”产品

“一分钟”领略出彩河南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焦点网谈

《河南一分钟》制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
故事？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热播的一部《中国
一分钟》，也是国庆期间推出的《中国一分钟·
地方篇》的缘起。今年8月中旬，中央网信办
移动网络管理局联合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
心，与河南省委网信办及全国各省（区、市）联
动，开启“中国一分钟”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移动端主题接力微传播活动项目，产品包括
微视频和微信图文两种形式。接到制作任务
后，河南省委网信办第一时间委托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负责制作，报业集团整合旗下优势
力量，由大河数字融媒体团队统筹，河南日报
客户端负责文案，大河报豫直播团队负责视
频制作，分工合作，协作生产。

为了其中一个数据的准确性，反复计算
核对20多次；为了一个画面的精美，在多幅图
片中进行反复筛选；为了一个细节的精准，制
作人员多次彻夜不眠。10月 9日，《河南一分
钟》一经推出便引爆网络，有读者感叹：“不到
2分钟的视频，400字的文案，将河南改革开
放40年的发展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分钟，河南会发生什么？
一分钟，16名游客在少林寺感受禅武文

化;一分钟，228斤信阳名茶泡出隽永醇香;
一分钟，出口价值 4.8万元的食品农产品;一
分钟，73位旅客在郑州东站乘坐高铁;一分
钟，956 公斤货物通过郑州机场外运;一分
钟，完成跨境E贸易 30000单通关……少林
寺、信阳毛尖、豫剧这些强烈的文化符号，一
下子让观众对河南有了最直观的印象。而郑
州东站、郑州机场、中欧班列（郑州），则讲述
了河南如何书写新时代的“中国速度”。苹果
手机、盾构机、宇通客车，是观众们熟悉又陌
生的“河南造”。脱贫攻坚、新型城镇化，就发
生在每个人的身边。

微视频《河南一分钟》发布不到 1
个小时阅读数就达10万+，不少新媒体
平台在转发时，重新寻找角度进行了编
排，找准“第二落点”，将“共享”化为“独
享”，促进了二次传播。

在视频中出镜的地方的新媒体平台
在转发时特别强调了地方元素，加强了与
本地用户的关联度。如“骄傲！人民日报
一天两次点赞河南！第一个出场的就是
咱三门峡！”“河南一分钟，惊艳全世界，快
看咱们洛阳有多牛……”“《河南一分钟》
宣传片惊艳全球，快瞧有咱安阳入镜！”

“钟灵‘豫’秀！《河南一分钟》刷爆朋友圈，
第二个镜头就给了咱信阳毛尖！”等，都是
立足本地，通过贴近视频中展现的地方元
素，激发本地读者的家乡自豪感，促进用
户点赞和自发传播。

除了在标题上进行较浅层次的关
联，还有一些新媒体平台对视频内容进
行了深挖和整合。郑州大学官方微博

和微信公众号详细梳理了与郑大相关
的内容，如郑州大学倾力打造郑州大学
嵩阳书院、当代豫剧领军人物李树建是
郑州大学特聘硕士研究生导师、郑州大
学成立焦裕禄精神研究中心等，以“视
频截图+文字”的形式，从8个方面讲述
郑大与《河南一分钟》，成为借势推广的
范例，引发网友热议。还有许多旅游类
新媒体平台纷纷整理出镜的河南景点，
制作成旅游指南供网友参考。

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中国一分
钟》项目负责人张意轩在接受采访时
说，就创意而言，之所以选择以“一分
钟”的概念，是因为中国日新月异的成
就，来自每一分钟；中国人与日俱增的
获得感，体现在每一分钟。从传播创新
角度讲，在成就传播中，对宏观数据的
叙述和呈现是常用的方式，也是受众比
较熟识的方式，对于受众而言，更加真
实可感，更容易形成情感共鸣。②32

9日6时40分，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推出《河南一分钟》短视频，瞬间引爆网
络，不到一小时阅读量即达10万+，成为
爆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0日15时，
全网关于《河南一分钟》《这里是河南》信
息12629条，其中微博10002条，微信
文章1364篇，客户端报道613篇，新闻
网站报道650篇。

仅从人民日报新媒体平台传
播数据来看，《河南一分钟》视频播
放量1819.9万次，其中，微博964
万次，秒拍576.7万次，微信77万
次，腾讯视频播放141.8万次，客
户端60.4万次，《这里是河南》图
文版仅人民日报微信阅读量即为
128.6万次。两个产品也在全网

赢得网友无数点赞，其中，仅《河南
一分钟》微信版点赞25430人次；
《这里是河南》微信版点赞 34592
人次。
在传播过程中，人民日报新媒体

多个平台发布相关报道以后，河南日
报、大河报、大河网、河南商报等省级

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转发
跟进，郑州晚报、焦作晚报、许昌日

报等地市媒体新媒体平台踊
跃转发，河南发布、河南网
信、河南共青团等省内企事
业单位自媒体平台相继转
发，省内微博大V积极互动，
凝聚为全网联动的融媒体传
播矩阵。报道分别在10月 9
日 9时、12时、17时形成三次
传播高峰，其中最快在两个小时
内产生5450条新信息。

从地域分布来看，河南媒
体和网友发布的信息最多，其
次为广东、北京，山东、江苏、

浙江等地的媒体和网友也积极参与互动，
发布大量相关信息。“辉煌”“骄傲”“点赞”
是网友评论中提及最高的词汇。“为大河
南点赞！”“中原福地，人杰地灵，中华文明
的发祥地！”“老家河南，俺骄傲！”等留言
刷屏。

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编辑熊捷在
接受采访时评价说：“在这短短的一分钟
里，无数观众感受到了河南悠久的历史文
明，高速发展的时代新篇，昂扬向上的奋
斗精神，改革开放 40年来的巨大变化。
不只是一分钟，更是河南发展的昨天、今
天和明天。视频播出后，在人民日报的各
个平台都收到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

讲好河南故事 好数据是这样炼成的

创新传播方式 新“落点”是这样找到的网友评论

@木子藤：大气磅礴中原力量，我

的大河南，出彩更先行！

@郎云：去过河南一次，至今忘不

了河南胡辣汤和烩面的美味。

@M：每次回家看到广袤的平原和

整齐的麦田，顿觉无比踏实，为故乡点

赞！

@米亚：菜馍、千层油馍、锅盔、水

煎包、油馍头、包子、卷煎、蒸菜蟒、焖

面、捞面、烩面、饸饹面、胡辣汤。回家

第 一 件 事 肯 定 是 先 连 吃 几 天 ，不 带 重

样，馋。

@星星醉：河出图，洛出书，伏羲演

八卦，方有我泱泱华夏五千年文明史！

@vipwohp：看哭了！为奋进的河

南加油！为奋进的中国加油！

@古力夫：心 灵 故 乡 ，老 家 河 南 ！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五千年华夏

文明之魂所在！厚重河南，生态河南，

日新月异的河南欢迎您！②32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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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鹏

郑州，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六十多年前，它因铁路
而兴，如今，作为中国高铁运行版图上重要的枢纽，它的米
字形身姿独领风骚。

从“四通”到“八达”，米字形高铁建设越发凸显出
郑州无与伦比的区位优势，为中原出彩汇聚着强大的
发展动能。

保障高铁安全运行的有这样一
群劳动者，他们或是现身“台前”，或
是隐于“幕后”，都为米字形高铁建
设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小薇探访
新时代河南新名片本期节目，让我
们走近他们，揭秘这个神奇的“米字
家族”。③5

□本报记者 陈晨

10月 10日，河南日报新媒体部推出的新闻纪实
评书节目《改革开放40年之晓妍开讲》第十四期，为你
讲述“一带一路”的故事。

本期《茶船古道谱新曲“一带一路”再扬帆》，从张
骞出使西域的“凿空”之旅说起。九死一生风餐露宿的
张骞没有料到，自己走出来的这条“丝路”，竟成了增强
当时中原和西域的贸易联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并在两千多年后再次焕发了新的生机。2013年秋，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西行哈萨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亚，
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
议。自此，这个根植于历史厚土、被
誉为21世纪伟大新故事的“一带一
路”就迎风生长。而张骞开拓的丝
绸之路，也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地理
概念，变成了中国与世界进行多层
次立体化交流的沟通方式。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亮亮

专门定了闹铃才抢到了两支大白兔奶糖
味润唇膏，“80后”姑娘小雪前两天收到快递
后，第一时间就给妈妈分了一支：“还记得小
时候，拿着一瓶健力宝、一把‘大白兔’，在家
属院里小伙伴们投向我的羡慕眼神都快让我
飘起来了。我妈妈是上海人，在老上海人的
眼里，大白兔可是拿得出手的‘牌面’，跟现在
随想随买随吃的日子大不一样。”

买的不仅是产品，还是情怀

小雪说的，便是“59 岁”的大白兔奶糖
和“56 岁”的美加净跨界合作，推出的联名
款——美加净牌大白兔奶糖味润唇膏。这个
跨企跨界的新产品上月 20日在电商渠道试

水首发，第一批920支半秒抢空。
拿到唇膏的小雪坦言：“包装很可爱，做

成奶糖的样子，主要买的是情怀，情怀无价。”
有这种想法的也不只小雪一个。网友“丑

小鸭”表示：“‘大白兔’可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吃一颗，浓浓的怀旧味道扑面而来，现在涂一层
就能掀起一波‘回忆杀’，必须买买买啊！”

要守得住经典，也要当得了网红

在自带情怀标签的老字号崛起之路上，
“大白兔”并不孤独。从中国四大名酒之一的
“泸州老窖”推出同名香水，到“广告做得好，
不如新飞冰箱好”的新飞电器全面复产，再到
时隔 23年新动画片中海尔兄弟穿上太空服
的新造型等，都引来网友热议，带来一波波

“情怀杀”“回忆杀”。新老品牌力图塑造的，
是从中国“制造”到“质造”的转变。而在这波
老字号复兴浪潮中，被打动的人群，其实是消
费观更趋于理性的群体。

这其中，有准备“老带新”的年轻人。网

友“信号正在初始化”分享说：“我小时候就看
的海尔兄弟，现在儿子 5岁了，等新动画出来
也要带着儿子看。”有成为家里顶梁柱的中年
人。网友“思绪乱飞”说：“儿时家中买的第一
台新飞用了快 20年，质量真的不错，2010年
给父母换冰箱又选了新飞。经过两代人，有
些东西却始终没变。”也有初出茅庐的“90
后”。网友“十号 cser”表示：“拿到了人生中
第一笔实习工资，就准备给爱喝酒的爸爸买
瓶‘泸州老窖’香水，就是不知道香味是清香
型还是酱香型。”不过更多的，则是如网友“小
悦爱吃糖”一般对老字号有所期许的人：“情
怀对应着品牌，这才是老字号最大的价值。
不然只一句‘童年回忆涨价了’，就让人觉得
童年都变味了。”

老字号承载着几代人的情结，但对于消
费者而言，这种对老字号品牌的“情结”不会
凭空而来。老字号时尚化的核心是应时而
变，因需求而变，贴近消费者。正如网友所
说：“对有历史的这些老字号来说，一定要守
得住经典，也要当得了网红。”③4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贾永标

当你的长假不是在堵车就是
在前往堵车地点的路上时，一群

“90后”却悄然解锁了新的长假
出游“姿势”。

10月 9日，哈啰出行发布了《2018国庆全国景区
骑游报告》，骑游景区正在成为热门方式，“90后”成为
主要人群，河南入围了热门骑游省份TOP3。

据哈啰出行发布的大数据，10月 1日至7日，用户
使用哈啰单车的骑行总距离长达 2.16亿公里，比平日
单周数据大幅增长，相当于绕行地球 5400圈，这也意
味着骑游正在成为长假期间的“出行新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从哈啰景区车进驻的 260多个景
区骑行数据来看，国庆假期超 10万名的体验用户中，
主动选择慢行骑游的男女比例分别为 58%、42%。这
或许从侧面反映了，女性消费者对时下流行的消费形
式及新奇体验都显示出了更强的尝试意愿。

就年龄层而言，“90后”占比高达 38.6%，成为选
择旅途共享、慢行骑游体验的主力人群；紧跟其后则是

“80后”和“70后”，占比分别为26.9%、12.7%。不难发
现，在共享出行模式日益发展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拥抱绿色出行。

哈啰方面提供的游客骑行数据显示，“十一”长假
期间，慢行骑游热门目的地排名前三位的省份依次
是：江苏、河南、山东。其中，江苏
的南京、常州、苏州、南通、扬州、
盐城等城市排在前列，成为引领
游客“慢行骑游”新潮流的特色观
光城市。就河南来说，洛阳、平顶
山、郑州均为热门骑行城市，这与
当地拥有较多的公园类景区有
关。③5

“90后”解锁长假出游新“姿势”

河南入围热门
骑游省份TOP3

小薇探访新时代河南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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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陈晨
段伟朵 沈剑奇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拿什么向

“我的河南我的国”奉献一份厚礼？

10月 9日 6：40、15：12，人民日报

官方微信一天两次率先推送《河南一

分钟》《这里是河南》两款融媒体产品，

以视频、图片、文字等多种形式，从自

然景观、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发展成

就和区域特色、未来展望等多个角度，

全景展现河南改革开放 40年的伟大

成果。

随后，河南各新媒体平台第一时间

转发转载，创意不断。与此同时，这两

款走心产品燃起网友热情，迅速在网

络、朋友圈刷屏，覆盖用户4.7亿人。

网络接力传播
好产品是这样出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