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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观察

□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慧解构政法新媒体045号

直播：现场讲述，让先进典
型更加可信可敬

新媒体互动的背后，是个人的自主。
个人的自主决定了受众对报道的选择，而
典型人物报道因为具有较强的宣传性，其
宣传话语逐渐遭到受众疏离，一旦典型人
物报道在细节上出了差错，必然会引起受
众的反感。

因此，河南法制报新媒体中心法直播
团队决定使用视频直播的新形式，让典型
人物亲口讲述，原汁原味地呈现新闻细节，
这也成为“出彩河南公安人”宣传中的一大
亮点。

在对“以命换命替换人质”的漯河特警
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王培的采访中，@法
直播以直播方式跟随王培进行巡逻执勤，
通过对救人事件细节的详细追溯，全面还
原了他替换人质抓获嫌疑人时的真实想法
和勇敢作为。王培救人时被扎伤，伤口距
离左眼仅有半寸。当采访到这一话题时，
镜头对刚刚愈合的伤口给了长时间的特
写，画面非常震撼，感动了许多在线观看的

网友；当采访切入到其母亲知晓伤情的话
题时，这位死都不怕的汉子却无语凝噎，说
话也从普通话不经意变成了当地方言。这
样的真情流露也让更多观众了解了公安特
警不怕牺牲的另一面，使先进人物更加可
信可敬。

这次系列直播报道 5 场直播的播放总
量接近 240 万人次，单场最高观看量达到
79万人次。视频直播是以一种全新的宣传
报道形式，把典型请下“神坛”，还人物本来
面目，用生动的细节、亲切的叙述讲好河南
公安故事，弘扬了河南正能量。

短视频：抓住细节，让先进
典型更加有血有肉

回到文章开头，一个短短 27 秒的视
频，为何会产生这么大的流量？这与新媒
体传播碎片化和共享性的特点不无关
系。短视频能够抓住一个人物、事件中的
高光时刻、主要细节进行描述和展现，符
合当前互联网用户的浏览习惯。例如，@
漯河公安发布的《漯河辅警“怒怼”外卖小
哥走红网络，看看咋“怼”的！》，也是形成
了全国性的热度，得到了人民日报等主流

媒体的转发推送。
可以看出的是，在这两段短视频中，

无论是牛新军因为抓捕逃犯而无法照
顾女儿，流下了一个父亲愧疚的泪水，
还是漯河辅警张威怒怼外卖小哥时说
的“有你，才有家！人都木有了，你去哪
挣钱去”这些话，实际上都是建立了先
进人物报道与人们生活情感的关联性，
因而更能引发读者共鸣，让网友自觉转
发或者分享，利用受众的力量来扩大典
型人物的影响力，从而形成积极的宣传
效果。

除了直播、短视频，以一个主题集纳
多个先进人物事迹，形成散文式温暖铺
陈的“表白”式报道，如@平安中原发布
的《你好，陌生人》；讲述先进人物故事的
微电影，如@平安中原发布的《连心结
——记“不走正道”的“铁脚蜀黍”陈晓
磬》；还有河南省公安厅鼎力支持的全国
首档警察职业荣誉竞技类节目《警察特
训营》第三季……河南政法新媒体正是
用这些多元化的新媒体呈现方式，积极
探索出在新媒体语境下，让河南公安典
型人物宣传更出彩的报道策略。

直播、短视频……
让河南公安宣传更出彩

近日，一个短短27秒的视频，让周口市西华县公安
局刑警大队教导员牛新军火了一把。这个题为《他抓捕
逃犯十天十夜 回家后因愧对生病女儿落泪》的视频，一
瞬间刷屏河南人的朋友圈。在新浪微博上，人民日报、央
视新闻、环球时报等主流媒体的转发助力，更让他迅速成
为微博热门话题。

一段视频，胜过长篇大论；一个细节，抵过千言万
语。近期，“出彩河南公安人”报道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这正是河南政法新媒体探索以多元形式进行典型宣传报
道的一个成功案例。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河南政法新媒
体是如何运用直播、短视频等多元化的新媒体呈现方式
让河南公安宣传更加出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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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人陈俊民于2017年11月
13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610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2301545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
不慎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
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本人李黎不慎遗失郑州大学
法律系经济法专业本科法学学
士学位证书，编号（91）12090，
声明作废。
●王玉成（身份证号411102196
405140531）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毕业证书不慎遗失，毕业证书
号：8209960，声明作废。
●吴恩慧，女，2013年3月8日出
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M4113
3555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扬子浩，男，2013年2月11日出
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M411
33400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禹州市司法局开户许可证丢
失，开户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禹州支行，开户许可证证
号：J5034000443202.声明作废。
●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卫溪办事
处美食美客中式快餐店，注册登
记号为410621611189643营业执
照（正/副本），于2018年12月1
日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金马凯旋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2015年9月23日开具给陈
淑琴的商铺定金收据，房号：
3090，票号：2489723，金额：10000
元，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安阳市文峰区艳民烟酒批零部遗
失通用定额发票（伍拾元）200份，发票
代码：141001750062，发票起止号：
14098101—14098300，声明作废。
●师淼鑫不慎遗失乡村医生证，编
码：2015412580110262，声明作废。
●汪玉枝不慎遗失乡村医生证，编
码：2015412580110184，声明作废。

●2017年5月份，大杵
乡夏庄村崔庄居民谢闹
经人介绍在马集乡聂楼
村领回一痴呆妇女，为
其取名为李花，大约50
岁，156cm左右，短发，认识字。
李花在马集乡聂楼村生活过六、
七年。跟着一个名叫小孔，大约
70岁左右的人生活（其人已去世）

●2018年6月15日在
柘城县慈圣镇毛楼村
捡拾男性弃婴一名（姓
名路鑫源）出生日期
（或估计年龄）2017年8月6日，身
体健康。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李建
勋（联系人姓名)联系，联系电话
13592398060 联系地址柘城县
民政局 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
孩子将依法安置。

●捡拾人：陈传山，身
份证号：41232719520
6064550，家庭住址：慈
圣陈小桥村委会三组，
2008年夏天在陈庄村
西头捡拾一名流浪智障妇女张小
敏（被捡拾人）70岁左右，150cm
左右，身材偏瘦，短发，头发花白，
捡拾时张小敏精神就已失常，无
随身物品，家庭成员及住址无法
详细告知，现已与捡拾人陈传山
在一起生活十年有余。

●捡拾人：陈德免，身
份证号：41232719540
314455X，家庭住址：慈
圣陈庄村委会一组002
号，2007年夏天在陈庄村附近拾
破烂时捡拾一名流浪智障妇女
夏绿（被捡拾人）70 岁左右，
150cm左右，身材偏瘦小，短发，
捡拾时夏绿精神就已失常，无随
身物品，家庭成员及住址无法详
细告知，现已与捡拾人陈德免在
一起生活十年有余。

●尚永生不慎遗失乡村医生证，编
码：2015412580110265，声明作废。
●河南麦得隆食品有限公司不慎
丢失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发
票代码：4100163130，发票号码：
10430804、10430805，声明作废。
●信阳市浉河区胜达摩托车有限
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畅达运输
有限公司豫PR236挂营运证遗失，
证号：411620026313，声明作废。
●屈广琴（身份证号410221197204
264982）乡村医生执业证书遗失，证
号：20154102211210012，声明作废。
●陆永立（身份证号410221197606
244917）乡村医生执业证书遗失，证
号：20154102211210011，声明作废。
●南召天悦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房屋他项权证2015-046
丢失，声明作废。
●鹿邑县百得利服饰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
116283416488926，声明作废。
●豫A1860N营运证丢失，证号
410183019243，声明作废。
●2015年1月19日出生的李芯蕊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1969819，声明作废。
●郭锦栎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S410676303，声明作废。
●2013年4月29日出生的马奥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413720，声明作废。
●孔睿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S410030998，声明作废。
●党文静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M412051237，声明作废。
●唐河县世纪年华歌舞厅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132862
6343097，声明作废。
●2018年11月20日出生的胡子
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681251，声明作废。

●河南尔木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号 91410100MA3XFF2Q
0W），经股东会决定，现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成员：高林，吴燕贞，高林为清算
组组长！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开封市星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杞县金康农机销售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太康县鹏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泌阳县三里桥便民香菇农民专
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市祥符区志超畜牧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市瑞冠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鹤壁市鹤山区中胜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93410602MA40NF2U
9X）经成员大会决议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8 年 11 月 30 日出生的赵
梓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680794，声明作废。
●2016年4月17日出生的邰楚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693281，声明作废。
●2017年5月19日出生的孙皓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67847，声明作废。
●2018年2月5日出生的张涵
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253522，声明作废。
●齐国云残疾军人证丢失，证
书编号:豫军P052511，声明作废。
●2016年8月17日出生的王雯
媛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699707，声明作废。
●2018年3月13日出生的陈诗
诗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242758，声明作废。
●鄢陵县只乐乡张喜坤道路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证 丢 失 ( 证 号
411024000726)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黄源淼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681625
176580，声明作废。
●漯河市腾瑞物流有限公司豫
LA5651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1104002749，声明作废。
●2014 年 10 月 14 日出生马釨
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535610，声明作废。

●开封市祥符区博瑞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安阳市科联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同意解散该公司，清算组
发布公告，望所有债权人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报债
权。联系人:刘一麟 18603721891
●宝丰县蓝图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410421000001387 经股东会研究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淅川县万顺达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91411326MA3XER
WA8P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太康县信鑫种植专业合作社经股
东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太康县鑫协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股
东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才青百货销售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寻亲公告 ●柘城县岗王乡陈庄
村小金庄王素真，女，
412327195810212847
，2017 年 2 月份与本
村村民周秀兰在沙河
去李原赶会的路上捡到一个刚
出生不久的女婴，身体健康，现
取名孔可欣，随身包有一件红色
花样的小棉被，有个破洞掉色。

●安阳市威创办公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
本金由206万元减至106万元，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
系人：王健，电话：13903728886

更正公告
●三四年前，张广运
（佰岗乡翟桥洼张村人)
捡拾一名流浪智障妇女
张娟，157cm左右，短
发，左嘴角上方有疤痕。

减资公告

●本报于2018年11月28日第
15 版刊登的安阳北关区法院
公告中张凤华应为刘凤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