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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国庆没出远门的刘先生打开湖南卫
视，纪录片《我爱你中国》里龙门水文站
站长田双印的故事感动了他； 连平时他
不会看的《幻乐之城》，两名歌手唱演患
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和儿子， 也让他计
划多陪伴年迈父母。刘先生感叹，湖南卫
视变了！

其实，自中央第八巡视组在今年7月
下旬反馈湖南卫视“过度娱乐化” 问题
后，湖南卫视就变了。在湖南省委的领导
下，湖南卫视以刮骨疗毒、猛药去疴的手
段，在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过度编排综艺
节目、 过度追求明星效应等问题上立行
立改，取得了明显成效。

主题升级 ： 新闻专栏+
纪录片+扶贫公益广告耀眼

新闻立台。《湖南新闻联播》《午间新
闻》《新闻当事人》《新闻大求真》《平民英
雄》，数一下，现在湖南卫视有5档自办
新闻专栏， 日均播出新闻节目3.9小时
（包括首播、回放），新闻类节目总量已超
过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要求。大型系列
报道频频亮相。从8月的《镇起风云———
湖南特色产业小镇巡礼》 到9月20日至
24日播出5集专题报道《梦向朝阳》，讲
述工程机械湘军勇创世界品牌的传奇故
事，无不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近期，又
陆续播出了《我的青春在丝路·八月季》
《我爱你中国》第二季、《技赢未来》等纪
录片；还将推出《湘商闯老挝》《相爱四十
年》《未来已来》等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的纪录片。据统计，湖南卫视纪录片播出
总时长是国家广电总局规定播出量的
4.14倍。

主题升级。 从10月1日国庆节起，湖
南卫视正式启动四季度呼号“用青春去热
爱”，寓意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
爱生活，以四个“热爱”统领频道宣传。

“一条路、一座桥，满载一份希望，雪
梨熟了、脱贫近了。永州江华雪梨，瑶民
的甘甜生活……”这是省委宣传部联合
湖南广播电视台免费制作播出的精准扶
贫系列广告作品之一，从10月12日起在
湖南卫视、芒果TV推出。与之一并播出
的还有石门柑橘、永丰辣酱、祁东黄花菜

等8条贫困地区特色湖南农产品广告。
10月至12月， 频道还将陆续推出

《改革同龄人我们共成长》《脱贫攻坚幸
福在路上》《幸福中国同心圆》 等一批纪
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主题公益片。彰显
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政治担当。

电视剧升级： 献礼改革
开放40年

现在打开湖南卫视， 黄金时段排播
主旋律电视剧，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
佳。8月24日起，频道回放重大历史题材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 等优秀电视剧作
品；9月28日起，频道在省级卫视率先推
出主题电视剧《你迟到的许多年》，讲述
改革开放浪潮下转业军人成长历练的故
事，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11月，频
道还推出《风再起时》《那座城，这家人》
两部精品剧目，将全程覆盖改革开放40
周年整个宣传期。

综艺晚会节庆升级：创意
内涵两个都有

综艺晚会是湖南卫视的品牌。9月
24日播出的《中秋晚会》以“古今共月乐
团圆”为主题，首次在铜官古镇户外录制。
国家广电总局《监管日报》肯定晚会“精心
策划、特色编排，传承中秋习俗，在互动中
让观众体验到传统节日的仪式感”。

10月1日，《快乐大本营》 推出国庆
特别节目《美好生活》，邀请了亚运健儿、
消防队员和外国友人， 通过他们的自身
经历和愿景， 集中展现新时代中国的美
好生活。近期，栏目组联合芒果V基金推
出全新公益环节“心愿树”，加大正能量
宣传。11月1日，江西宜春市袁州区廖市镇
领导专程来长为《快乐大本营》送锦旗，感
谢节目在“心愿树”环节中为当地土山茶
油宣传，“订购电话都被‘打爆’了”，让当
地上百名茶农今年一举脱贫解困。

《幻乐之城》在家国情怀中融入公益
元素，获得《人民日报》刊文点赞，评价节
目“为国内音乐类综艺节目的跨界融合
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成功经验”。

《亲爱的·客栈2》内容与公益联动，
通过客栈的搭建、经营，联手当地民众共
创旅游新模式。 当地村支书这样说道，

“一开始我还不是那么放心，因为我们这

个地区还是比较偏的， 但是看到这个模
式后，我有信心了，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
用双手去脱贫致富”。

有目共睹的是，10月12日-14日在
长沙举行的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
节，三大主体活动庄重又振奋人心，一起
见证和分享中国电视艺术的收获与荣
光，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
电视事业诞生60周年，传递着激情澎湃
的荧屏正能量。

节目编排升级：更多好节目
进入黄金档和周末

9月30日至10月4日，湖南卫视黄金
时段推出全国首档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天天见、天天新、天
天深的大型理论节目《社会主义有点潮
第二季———新时代学习大会》。节目分为

“时空问答”“时代新语”“百秒开讲”三个
环节， 晓畅明白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要义和独特魅
力展示出来。

孩子们喜欢看的科普类节目《我是
未来》（第二季） 也由周四晚间调整至周
日黄金时段播出。 该节目由中国科学院
科学传播局特别支持，“小成本、大情怀、
正能量”，思想性、教育性、科学性、趣味
性相统一， 让广大青少年在观看中有所
学、有所乐、有所获。

10月25日至11月5日， 湖南卫视每
日19时30分播出《百家讲坛》特别节目
《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

主持人升级：学习交流成常态
主持人是湖南卫视品牌和形象担

当。为了让主持人更爱惜羽毛，塑造好自
己的形象的同时， 展现湖南卫视的整体
风采，10月18日上午， 湖南卫视举办主
持人集体学习交流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

台领导吕焕斌、张华立面对面和主持
人学习交流。会上播放了警示案例VCR，
主持人还重新学习了主持人资格管理暂
行规定、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等，著名主
持人汪涵、何炅带头畅谈学习体会。据悉，
湖南卫视将把主持人业务学习交流纳入
常态化工作管理，每3个月举行一次。

巡视整改进行时

立行立改 猛药去疴
———湖南卫视整治“过度娱乐化”见成效

� � � �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李国斌）今天举
行的湖湘智库论坛（2018）暨省专业特色智库建设
会议上，表彰了第二届湖湘智库研究“十大金策”等
研究成果。

近两年来，全省新型智库建设围绕推动实施创
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和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资政建言、聚智献策，推出了一批具有深刻洞
见、独特创见、战略远见的智库研究成果。经严格评
选，《推进我省“一湖四水”建设的三大难点与三大
对策》等获评“十大金策”（注：实际上评了十一大
金策）。

■链接

“十大金策”
《推进我省“一湖四水”建设的三大难点与三大

对策》（省社会科学院 周小毛）
《湖南省财政税收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系列研究》（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卞鹰）

《“古城古镇古村落保护立法问题调研 ”田野
考察》（中南大学 胡彬彬）

《关于加快洞庭湖综合立法的建议》（湖南师范
大学 李爱年）

《推进湖南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对策研究》（省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唐宇文）

《湖南金融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对策
研究》（湖南大学 杨胜刚）

《关于加强主流媒体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几点
思考———由〈社会主义“有点潮”〉想到的对策建议》
（湖南大学 张国祚）

《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 刘友金）

《推进我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政
策建议》（吉首大学 游俊）

《强力集聚高层次人才 推进我省 “双一流 ”
建设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段慧兰）

《全面 “营改增 ”对湖南省财政的冲击与应
对策略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刘建民）

� � � �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文立平）昨天，全省残疾人脱贫攻坚推进会在长沙
召开，部署启动全省残联系统助推贫困残疾人脱贫
攻坚三年行动。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相关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我省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 建档立卡的贫困残疾人从2014年的50多万人
下降到2017年底的22万人，贫困残疾人家庭“两不愁、
三保障”有了实质性进展。但尚未脱贫的残疾人数量
依然很大，占全省未脱贫人口的10%，他们中超过半
数的丧失了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了劳动能力，有的还
是一户多残、老残一体等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家庭，
成为脱贫攻坚战的难中之难、困中之困、坚中之坚。

会议要求， 全省残联系统要扎实扛起职责使
命，聚焦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主动精准发力。重点
要以“两不愁、三保障”为目标，了解残疾人实际情
况，逐一调查核实民生政策落实情况，维护好广大
残疾人的根本利益， 抓好惠残政策的落实落地。在
“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上，实施“两扩面”即基本
康复服务、家庭无障碍改造覆盖面有效扩大。要发
挥政策叠加效应，残联系统所有工作要以脱贫攻坚
为统揽，做到业务工作向脱贫攻坚聚焦、项目资源
向脱贫攻坚聚集、人员力量向脱贫攻坚聚合，助力
打赢残疾人脱贫攻坚战。

会上，14个市州残联签订了《残疾人脱贫攻坚
责任书》，明确了残联组织的具体工作任务。

第二届湖湘智库研究“十大金策”受表彰

助力打赢残疾人脱贫攻坚战
省残联部署三年行动

� � � �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胡盼盼 辛晟玮）11月18日晚， 第五届红枫大学生
记者节闭幕式暨颁奖晚会在湖南大学举行。

本届大学生记者节由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指
导，湖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湖南大学、湖南日报报
业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等主办，10月28日正式启
动，新闻作品大赛、十佳校园媒体评选、十佳校园记
者评选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吸引了来自清华
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百余所高校
校园媒体和校园记者的广泛参与，征集到各类参赛
作品1194件。

来自武汉大学的张颖钰凭借通讯《记者们的震
后十年那些坚持的、离开的和不能忘却的》摘取文
字报道类一等奖。华中师范大学梁伽绮，中国传媒
大学赵东宇，湖南师范大学杨梦姝、周鹏程、池佳
虹，湖南大学陈璐伟、张惠融、黎罗天健，湖南大学
袁宁鑫、路圆梦分别荣获文字评论类、图片类、视
频类、音频类和新媒体类作品一等奖。中山大学
谷河传媒、北京外国语大学《107调查》等校媒获
“十佳校园媒体”称号；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邓素
凡、南京大学的孔德淇等同学获“十佳校园记者”
称号。

第五届红枫大学生记者节落幕
全国百余所高校，1194件作品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