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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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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合格的记者，应该成
为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
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
正义的守望者。”

□河南日报文艺部主任 陈炜

11月 8日，记者的节日。
这一天，微信朋友圈里不断有

人分享着对记者的祝福，熟悉的和
不甚熟悉的朋友，发来一个个暖心
的问候。那些祝福和问候，是肯定
和认同，更是希望和期盼。

算起来，今年恰好是我做记者
的第三十个年头。作为“和时代联
系最紧密的人”，这些年来，我和新
闻同仁们一起，见证着社会前行的
每一次跨越，记录着时代变迁的每
一个节点，感受着伟大祖国的欣欣
向荣和蒸蒸日上。生活在这个伟
大的时代，我一次次地被感动和鼓
舞着：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那天晚上，在全省“好记者讲
好故事”演讲活动现场，作为河南
获得第 28届中国新闻奖的记者代
表之一，我站在省委书记王国生的
身旁，聆听他讲述发生在自己身边
的感人故事，分享他对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的深刻认识。他说，我们国
家每天都发生着新变化，中原大地
每天也上演着好故事，党和人民期
待大家讲出这些新变化、好故事。
他勉励广大新闻工作者迈开双腿、
沉下脚步、扎根基层，从群众中汲

取养分、找到真感觉。
记者节的早上，我的大学老

师、一位新闻传播学教授发来了
“记者节的问候和思考”——那是
一张她自己拍摄的图片，图片上，
阳光正穿透乌云，放射出万丈光
芒，还有她的寄语：“我们为什么需
要记者？”

端详着这张图片和那一行提
问的字，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在

“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通讯
社”的自媒体时代，社会为什么还
需要记者？因为，一名合格记者的
笔下，有天下风云，有人间冷暖，有
天地浩气，有家国情怀。因为，一
名合格的记者，应该成为党的政策
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
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
的守望者。

新 闻 工 作 是 一 种 崇 高 的 职
业！我自豪，我是记者。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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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豪，我是记者

让主流声音更响亮，推动
宣传思想工作强起来，是
新闻人的责任担当，更是
新闻人的不懈追求。”

□河南日报新闻评论部主任 王大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宣
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提出，守正创新是新时代宣传思
想工作的鲜明标识，是宣传思想工
作强起来的实践要领。党报评论要
把握好“守正创新”实践要领，以主
流声音彰显主流价值，更好肩负起
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

全媒体时代来临，党报评论这
支“金话筒”的重要作用无可替代。
守正是基础。评论员必须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思
想优势赢得话语优势，强信心、聚民
心、暖人心、筑同心。今年以来，河
南日报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各项重
大决策部署，围绕以党的建设高质
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争做出彩
河南人、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打
赢三大攻坚战、促进非公经济健康
发展等重点工作，推出了《越开放
越精彩》《我省外贸三大亮点说明了
什么》等一批有分量的评论文章，营

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创新是关键。“不日新者必日

退”，从选题策划、语言表达、传播方
式等方面全方位创新，不断提高评
论质量。《今豫言》小切口反映大主
题、小视角折射大时代，《中原观察》
聚焦政经热点，凸显高度深度；创新
语言表达，讲好北京话、河南话、百
姓话，体现“短实新”，有料有用有嚼
头儿，让真知灼见打动读者受众。

本领是根底。加强政策理论
学习，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
拓新视野，不断提升自我。练好业
务本领，强化受众意识和用户思
维。文风的背后是作风，深入“走
转改”，注重调查研究，做到上接天
线、下接地气。让主流声音更响
亮，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强起来，是
新闻人的责任担当，更是新闻人的
不懈追求。③9

让主流声音更响亮

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才能拿出无愧于时代的
好作品。”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赵红

11 月 7日，记者节前一天，我
从河南日报报业大厦二楼大河报
出发，带着去年国庆节前夕快闪活
动保存下来的一面五星红旗，用手
机中的 18 张图片，记录下这面红
旗进京之路的全过程。

我把这面红旗，从当时拍摄音
乐短视频的郑州东站现场，一直带
到了天安门广场，带到了人民大会
堂三楼宴会厅，带到了中国新闻奖
首次设立媒体融合奖的记者节报
告会上。这个时候，我和整个视频
制作团队才真正感到作品的完整
与完成。

2017 年，为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我和大河报的营销策划
中心及豫直播视频团队一起策划
活动报道方案。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期盼？我一
下 子 想 到 了 五 星 红 旗—— 国 旗

“红”，中国红，不就是老百姓心中
最美的“红”吗？我们要用超级快
闪，唱一首给五星红旗的歌。

这个想法激发了团队的无限
创作热情，指挥家加入进来，歌唱
家加入进来，大河小记者加入进
来，报业集团合唱团加入进来，空

姐加入进来，更多的高铁乘务员加
入进来……我们联合郑州机场集
团、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等多家单
位，在郑州机场、郑州东站两个河
南发展的窗口，举行了“国旗耀中
原”大型快闪活动。“五星红旗迎风
飘扬……”当歌声响起时，南来北
往的上千名旅客和我们一起挥动
手中的五星红旗放声歌唱。最让
制作团队振奋和欣慰的是，通过线
上线下各种形式的传播，微电影
《旗》短时间内全网累计阅读量就
达3000多万人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新形势下
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的使命任务。作为党的新闻
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才能
拿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③5

只为描绘心中最美的“红”

讲好河南故事 凝聚出彩力量

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位
置上干出彩，中原更加出
彩的奋斗目标才能如期
实现。”

□河南日报总编室副主任 柯杨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瞬间：信
阳女教师李芳张开双臂，挡在疾驰
而来的车辆和学生稚嫩的身体之
间，用生命践行“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的誓言。

这是一篇饱含深情的作品：河
南日报用 1.8 万字的篇幅，刊发报
告文学《岭上开遍呦，映山红》，为
读者还原李芳这位爱岗敬业、爱生
如子、爱笑爱美的出彩河南人。

这是一次心与心的交融、情与
情的共鸣：有血有肉的好报道，在
网上网下汇聚起了向上向善的正
能量，让天南海北再次记住了重情
重义的河南人！

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
新时代是记者职业的“高光”时
代——

中国的成长、河南的发展，深
深镌刻进了 40 年改革开放的年
轮。好故事来自哪里？探访中原
大地的每个角落，观察河南高质量
发展的蓬勃态势，感知中原儿女的
奋斗激情……这个崭新的时代，为
每一位新闻人讲好中国故事、讲好
河南故事，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最丰富的素材，最珍贵的机遇。

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高
擎火炬的人心中必有火炬——

为了讲好李芳的故事，《岭上
开遍呦，映山红》创作团队5天行程
1000多公里，和 50多位采访对象
面对面交谈，查阅了 100多位群众
提供的各类材料，见报前修改了12
稿，用心推敲，精心琢磨，于工笔细
刻间，成功地唤起每个读者对李芳
的敬重喜爱，也让我们又一次领会
了守正创新的魅力：记者走下去，
新闻才能立起来；感情淌出来，宣
传才能强起来。

每一项工作都高质量地完成，
全省发展的高质量才能真正实
现。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
干出彩，中原更加出彩的奋斗目标
才能如期实现。新闻工作者是记
录者，是推动者，更是参与者。

用双脚量，用锐眼看，用脑分析，
采集出彩河南的每一个精彩故事；

向高处立，向宽处思，向深处
掘，写就无愧时代与人民的力作精
品！③8

中原出彩，靠每个人绽放精彩

要为基层发声、为民发声，
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
批评监督的渠道，发挥群众
监督、舆论监督作用。”

□河南日报群工部记者 韩春光

“非常感谢河南日报，替群众
反映了出行中遇到的大问题。”11
月 7日上午，老家河南正阳、现在武
汉工作的郑根生从网上看到当天
河南日报“基层之声”版，头题报道
《运输乱象当治 阻塞交通不该
219省道正阳大林镇段有个“肠梗
阻”》就是他的来信，立即给河南日
报群工部打来致谢电话。

让通讯员的稿件、老百姓的来
信发头题，是今年 6月 1日河南日
报改版后，群工部进行的大胆探索
与尝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必须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
奋斗目标，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
思想问题，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
人心、筑同心。10月 25日，在全省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
王国生强调，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
守正创新，解决好“为了谁、依靠
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

群工部主办的版面定名“基层
之声”，顾名思义就是这个版要为
基层发声、为民发声，畅通人民群
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的渠道，发
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

这段时间的探索与尝试，不仅
改进和推动了报道工作，也赢得了
广大读者对党委、政府的信任。8
月7日“基层之声”版头题刊发灵宝
市尹庄镇张家湾村村民的来信《大
肆采砂石 耕地成深坑》，三门峡市
委领导立即批示，涉事企业多名责
任人被移交扫黑办处理，被毁坏的
大量耕地得以修复并达到复耕条
件；9月 11日“基层之声”版头题刊
发禹州市郭连镇武庄村村民的来
信《现有住房成危房 安置无期住
帐篷》，当地党委、政府及涉事企业
立即行动，推进安置工程复工建
设，承诺今年年底完工，届时 81户
群众将搬入新居。

这一段时间，通过对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及全省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精神的学习、领会、实践，群工
部的编辑记者更加深刻地意识到，
做好党的新闻工作实际上就是做好
群众工作，聚民心、暖人心。③5

党报群众工作要聚民心、暖人心

大河报借助融媒体报道
手段，将河南好故事讲得
更加温情、生动，传播得
更远。”

□大河报副总编辑 贡振国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全
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大
河报深入学习贯彻，紧密联系河南
实际，结合都市媒体自身特色，改
革体制机制，推进总体转型，积极
抢占“主战场”。

今年以来，大河报在“移动优
先”方针指导下进行了一次总体转
型，从理念、流程、考核、组织等层
面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融媒改
革以来，大河报的新闻舆论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显著增
强；采编队伍的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不断提升。

首先，故事讲得更精彩了。大
河报借助短视频、直播、AI、H5等
融媒体报道手段，将河南好故事讲
得更加温情、生动，传播得更远。
浚县社火直播吸引全球网友关注，
评论 4000 余条；两会全媒体专栏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豫直播阅读
量达 500万次；“冰湖大营救”通过

“报道+问答”等创新形式放大正能
量，引来单篇 1500 万次阅读和全
国关注；今年大河报已 18 次获阿
里正能量奖。

其次，舆论引导更有效了。面
对混杂汹涌的网络舆论，大河报主

动设置议题，敢于亮剑。在 4名考
生家长质疑高考答题卡被掉包一
事中，大河报组织评论员及时发表
《重磅评论：如何审视高考“掉包”
事件》，及时澄清舆论，获大量媒体
接力转发；针对老百姓停车难题，
策划“停车场收费乱象”调查系列
报道。在有力的舆论监督下，郑州
市内 1083个公示价格有误的错价
车位得到纠正。

再次，为民服务更贴心了。今
年7月份，开设“一次办妥”栏目，专
门陪老百姓办事儿；9月，100余记
者入驻大河客户端，直接在线回复
网友留言、私信、爆料等；并通过新
增的“手机办事处”和“身边”板块
将服务下沉到街道、社区。转型以
来，大河报的“老旧小区装电梯”等
民生监督报道屡获政府部门积极
回应；网友评论认为“大河报越来
越实在、越来越接地气”。③9

主力军就在主战场

在大数据时代，新媒体如
能牢牢把握守正创新的
时代坐标，才是配得上掌
声的胜利。”

□河南日报新媒体部记者 屈晓妍

6年前初来报社的时节，空气中
弥漫着桂花的幽香。彼时的我对夜
班编辑的工作充满热忱，终日奋战
于夜色中，倦卧于晨曦里。我甚至
踌躇满志地做过一个“十年计划”，梦
想着在计划达成之际，自己已是“阅
版破万卷”，世事交响尽为笔下春秋。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2014年，报社开始融媒布局，

变革的浪潮兜头扑至，打得我一个
踉跄。待到好不容易站定双脚，低
头一看，自己已踏上了一片新大陆
——2015年，我涉足新媒体，就从
方兴未艾的微信公众号做起。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行业要
转型，我也要“变形”了。

可凡事也讲究一个“谋定而后
动”，想要变形，就要有“变形计”。

在大数据时代，新媒体如能在
新形式、新技术的助力下，秉持正
确导向与“内容为王”的内核，牢牢
把握守正创新的时代坐标，才是配
得上掌声的胜利。

这样的要求具体落实在新媒体
小编身上——是的，我已由神色肃
然的“编辑”变成了轻松俏皮的“小

编”——又怎是一个“压力山大”了
得。要拿起键盘能写、举起手机会
拍、握住话筒会说，最近甚至还要说
评书、做访谈……谁让一个选题最
终的呈现，在传统媒体时代只是“稿
件”，在融媒时代就成了“产品”呢？

怀揣“变形计”，手握“变形技”，
我用6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属于自己
的《变形记》。2018年11月8日是第
19个记者节。我想把这本《变形记》
献给自己从未改变过的理想，献给这
个永远在蜕变与探索中的职业，献给
当下充满着奇迹与未知的时代。

媒体转型脚步匆匆，时代的浪
潮裹挟着人们前行，而行路中的我
们又推动着这个时代。

我相信，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而新闻的力量，也总在更远的前
方。③8

小编“变形记”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最好的故事在基层。

在 11月 8日这个属于记者的节日里，新闻人

一如往常。他们坚守在采编一线，记录着一个个

精彩的故事。

今天，本报特别策划记者节特刊，把焦点对

准优秀新闻人，看他们如何将习近平总书记守正

创新的要求落到实处，如何锤炼自己的“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做一个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好

记者。②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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