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普通的日子，被赋予时代意义，也会变
得极为耀眼。

1978年 5月 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犹如一声
春雷，在当时沉闷的中国轰响。

距光明日报社 700多公里的郑州市纬一
路一号院内，雷声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改革的东风，就这样扑面而来了。

我看见一个闪光的东西，
它像太阳一样鼓舞我的心。

——《时代》

1978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节
点，也是新闻事业重获新生的转折点。

那年初春，一张黑白照片出现在《河南日
报》不起眼的位置，图下一行小字：“南乐县赵
改先一家饲养家兔，收入不断增加。”没几天，
《人民日报》发文表示支持：经营正当的家庭副
业不是发展资本主义！

就在这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作为把握时代脉搏最敏感的新闻媒体
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很快就在新闻实
践中体现出来。《河南日报》头版一篇《就是
个金娃娃也要让社员抱走——中共开封县
委强调花生超产奖励要坚决兑现》，传递出
的信号引起强烈反响，而党报头版刊发社会
新闻和经济类新闻，其导向意义也超越了新
闻本身。

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新闻的活力如春潮
涌动。社会新闻、经济新闻、文化新闻、体育新
闻等多种题材的新闻逐渐增多，新闻报道单
一、静止、表象化的思维模式也逐渐向复合、动
态、深刻化变化。

这种对事物作全方位扫描、立体透视的方
式迅速成为当时新闻写作的主流。《一家小厂
的风风雨雨》《一桥之隔 两个天地——对豫
皖两个小镇的观察与思索》《“两伊”杜康大战》
《新郑烟厂用高质量赢得产销两旺》等经济类
报道，皆因新闻理念的新颖、新闻视角的独特、
剖析事物的多元、解读事物的深刻，在河南报
业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
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
程”。改革开放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也使
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信息供
不应求了，敏感的新闻媒体开始了新的突围。

1982年，全国首家周末报纸《周末报》在
南京创刊；1984 年，《南方周末》创办；1984
年，天津《今晚报》横空出世，迅速与《新民晚
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成为中国晚报界

“四大名旦”……
河南日报也不例外，1985年就开始筹备

生活服务类报纸《生活周刊》。但由于客观条
件所限，只出了两期就搁浅了。不过探索并未
停止。1991年，“周末版”亮相，一周一期，每
逢周日出版，跟上了时代的风潮。

报刊种类和数量的井喷，极大地满足了群
众的信息需求，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新闻
媒体的社会功能逐渐显现，媒体事业呈现出多
彩的局面。

另一些值得铭记的事情是，1979年，河南
日报购置了 LB403 大型高速轮转机，又于
1986年引进了米德罗、海德兰等高速轮转胶
印机。直到 1990 年 8月 1日，河南日报全部
实现激光照排印刷，结束了铅字排版和铅版印
刷的历史，这就是媒体人常说的“告别铅与火，
迎来光与电”。

印刷机的革新，客观上为中原报坛掀起新
的“造山运动”埋下了伏笔。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
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春天的故事》

进入 20世纪后期，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
改变着经济社会的结构，党报的发展也亟待寻
找新的增长点。随着《华西都市报》的创刊，

“都市报现象”风靡全国，从来不缺乏改革创新
的河南日报人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处女地。

从《大河文化报》的“红马甲”惊艳全省各
地街头，再到最终定名《大河报》，可以看出一
份都市报的不易与艰辛。也正是这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开创了一段报业传奇，树起了“中原
第一报”的丰碑，成为河南向全国和世界呈递
的一张“文化名片”。

都市报的出现，培养了居民自费订报的习
惯，报业传统的运作模式更新了，市场化、职业
经理人等先进理念引入了，中原报业体系重构
了。一本名为《中原报战》的书中写道：“都市
报的兴起与繁荣是我国报业历史上辉煌的一
章。”

都市报的发展，不仅壮大了党报集团的实

力，更巩固和扩大了主流舆论阵地。纵观改革
开放 40年，作为省委机关报的河南日报始终
坚守“党报姓党”，用正确的舆论导向，履行着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张省报应有的“组织、鼓
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连载《谈谈真理标准问
题》，开辟“坚持实践标准，端正思想路线”专
栏，全国省级党报唯一；

“东方风来满眼春”之后，我们用欣喜的笔
记录下河南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五的胜利捷
报；

港澳回归，我们不惜版面，突破常规，浓墨
重彩地记录这伟大的历史节点；

奥运盛典，举国同庆，我们激情四溢地记
载了这一中华民族百年盛事；

在我们笔下，焦裕禄、史来贺、常香玉、任
长霞、吴金印……一个个真实可信、具体可感
的人物，树起了一座座精神丰碑；在我们的笔
下，《光明灿烂的希望》《在京创业的河南人》
《探索“中原崛起”之路》……一篇篇浓墨重彩
的文章，记录着河南的凯歌行进。

2017年夏天，“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大型
系列述评见诸河南日报报端。10 篇万字长
文，全景式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写
出了河南干成了一批强基础利长远的大事、办
成了一批多年想办办不了的要事的自豪感。
点河南的题，破全国的局，气势恢宏、意义隽
永。

“每逢大事看党报”的传统赓续接力，我们
用一篇篇饱含深情的稿件、一叠叠油墨芳香的
报纸，忠实地宣传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情
记录着这片蕴含华夏历史文明基因土地上的
伟大变革。我们笔尖下汩汩流淌的不仅是生
动的文字和深邃的思想，更是党报人对党和人
民的热爱与忠诚。

随着媒体核心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河南日
报整体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春天。

在“党报姓党，报业为本”的前提下，报业
集团开始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谋篇布局，触角遍
及印刷、酒店、房地产、物贸、户外广告等多个
领域，将全国首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
国十大传媒集团”、“十大党报”等殊荣收入囊
中的同时，支撑集团发展的“四梁八柱”日益增
强，一个现代传媒文化集团矗立在中原大地。

河南日报报史馆里，有张略微发黄的照片
总会引人驻足。照片上，百余位意气风发的河
南日报人，朝着阳光射来的方向，走出纬一路
一号院。这张照片正是这份党报历史上重要
概念最形象的注解——“二次创业”。

如今，河南日报人在加快媒体融合的时代
背景下重整行装再出发，正在书写创新创业的
新篇章。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我们走在大路上》

作为中部地区首批“触网”的党报媒体集
团，1998年 9月，河南报业网成立（大河网前
身），比阿里巴巴和腾讯QQ都早。

从开发“山楂树”聊天室，到搭建大河论
坛，再到担负起省政府网站的承办权，河南报
业网凭着“敢为天下先”的气势不断创新发展，
不仅成为河南最权威的新闻门户网站，而且奠
定了在中国互联网界的地位。

作为河南日报极为重要的一次改版，
2004年诞生的“焦点网谈”版首开新闻界报网
互动的先河。《河南，有理大声说》《网友聊出

“郑开马拉松”》等大批反映网络民意、民生、民
智的报道在PC端刷屏，又在党报纸媒“倒灌”，
通过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推动着党委政府施
政决策的改革，温暖着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

仅仅两年后，“焦点网谈”获得中国新闻奖
名专栏，这是当时唯一一个网络类中国新闻奖
名专栏！

但信息时代大河奔流，没有给媒体人留下
太多庆祝的时间。移动互联时代在催生了微
博、微信等“自媒体”概念的同时，也打破着媒
体格局和舆论生态。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事业
离不开伟大理论。站在媒体创新发展的历史
关口，面对机遇与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从巩固壮大主流思想阵地高度，对推
进媒体融合发展作出重要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
开展工作，建设网络强国，并在多个场合提出
要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2014年 8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媒体融合”首次有了纲领性文件，首次成
为国家行动、国家战略。

这一年，被称为“中国媒体融合元年”。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2015年 11月 18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整

合旗下所有互联网媒体单元，组建大河网络传
媒集团，以“互联网+传媒”和“移动化发展”为
方向，打造中原地区最具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力、公信力的移动互联网信息传播平台、生活
服务平台和电子政务平台。

2017年 6月 6日，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自
主研发的“融媒体指挥中心”盛装亮相，曾经装满
报纸的空间蝶变为整个集团媒体融合发展的总
枢纽、新闻实践的指挥部。经过不断迭代升
级，“融媒体指挥中心”3.0版建成了上达人民日
报、下连各省辖市党报的“三级联动”新闻生态
链，《春光的春光》《大豫米》《家》《旗》《进·城》等
一大批有“颜值”、有“言值”的融媒体产品通过
这一平台向全国和世界展示河南的魅力。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旗下9家媒体共同打造的融媒体产品“总编有
约”，每期点击量均突破 10万；今年全国两会
报道中，河南日报首次在报纸上使用 AR 技
术，读者用手机 QQ 扫描特定照片就能看到

“活动”起来的报纸；在 2017年大河财富中国
论坛现场，写稿机器人 Xiaoming Bot 正式
入驻大河财立方客户端，AI写作首次引入中
原传媒界，引起全国传媒界的高度关注……

走过 69年岁月的河南日报，从那份薄薄
的报纸，发展为拥有河南日报客户端、大河客
户端、河南手机报、河南政务客户端等 4个用
户过千万的融媒平台，涵盖纸质媒体、网络媒
体、移动媒体、户外媒体的现代党报集团，覆盖
用户超过1.5亿人。

从“你是你，我是我”到“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再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在移动互联时
代，党报集团守阵地也拓疆土，画好网上网下
同心圆，正推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最大
增量，释放出最大正能量。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今年11月 7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再传捷报，
在中国报业发展40年深圳峰会上，被评为“改
革开放40年·报业经营管理先进单位”。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

清晨的阳光洒在我们脸上，照亮着我们为之奋
斗的事业。

道路阻且长，奋勇再登攀。③9

从一纸风行到联接世界
——写在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

“党报姓党，无限忠诚”的河南媒体旗舰。⑨3 白周峰 摄

上世纪80年代，河南日报排字工人在拣字。

河南日报首次使用电脑接收新华社电稿。

“融媒体指挥中心”成为集团新“大脑”。⑨3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报道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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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大事记

河南日报全程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并全文刊发全会公报

1978年 12月

《大河文化报》创刊，两年后更名为
《大河报》

1995年8月

位于郑州市农业路的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新大楼落成

2000年 12月

大河报入选“全球日报发行百强”

2003年6月

河南日报“焦点网谈”获得中国新闻奖
名专栏，成为中国网络史上第一个中
国新闻奖名专栏

2006年 11月

首届党报客户端发展高峰论坛暨河南
日报客户端上线仪式在郑州举行

2016年6月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融媒体指挥中心”
建成并投入使用

2017年6月

中国报业发展大会在北京召开，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荣膺报业融合发展创新奖

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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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洋 张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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