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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新闻媒体如何融合发展
———6位大咖长沙纵论“增强‘四力’推动融合发展”

随着全媒体的不断发展，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11月28日举行的“增强‘四力’推动融合发展”专题培训班上，6位新媒体大咖，从增强“四力”出发，纵论媒体融合发展路径。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余蓉 唐亚新 通讯员 刘志光 整理）本版照片均由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 � � � “全媒体时代 ”背景下
打造一个涵盖所有行业的
融合平台

陈玉林（中国记协新媒
体专业委员会委员、人民日
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从目前情况看， 我国媒体融合发展
整体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要坚持
一体化发展方向， 加快从相加阶段迈向
相融阶段，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
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
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
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
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
的新型主流媒体。

我们的建设目标是在“全媒体时
代” 背景下打造一个涵盖所有行业的
融合平台，打破各部门、各机构和各行
业的界限，促进创新内容信息生产，构
建信息聚合算法分发运营体系， 形成
全新传播生态。

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就是我们
规划建设的这样一个新一代平台体
系。其特点，是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为
基础， 连接人民日报系各类新媒体终
端，与全国各类中央媒体、地方媒体、
行业媒体以及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的新闻宣传部门携手合作， 联通数百
个客户端，孵化上千个融媒体工作室，
在保持各类端口后台独立的前提下，
打造一个共享的技术后台， 从而构建
起面向全国党媒的人才共享、 内容共
享、技术共享、渠道共享、盈利模式紧
密协作的公共平台。

打造智能化编辑部 ，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陈凯星（中国记协新媒
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主任）

新华社新媒体中心成立于2012
年11月， 开启了一条具有通讯社特
色的媒体融合发展之路。

我们这一代媒体人走过了铅与
火，走过了光与电，现在进入了数与
网的时代。生产也告别了黄卷青灯，
现在生产每一个作品像是拍一部大
片。每一个传得开、叫得响的现象级
新媒体作品都具有思想性、新闻性、
真实性、可读性四个特征，都必须是
内容创意、 视觉创意和技术创意的
有机结合。

随着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能够以智能技术为基础，以人
机协作为特征， 以大幅提高生产传
播效率为重点，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
深发展。 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近年来
开始建设智能化编辑部， 探索将人
工智能运用到新闻采集、 生产、分
发、接收和反馈中，全面提升舆论引
导能力。

目前，该中心研发了数十款机
器人，通过“人机协作、以人为主”
模式，实现智能发现、智能采集、智
能加工、智能审核、智能推送，大幅
提高生产传播效率 。现场云 、智能
眼、 媒体大脑平台、AI主播等新技
术的运用， 搭建起数据支撑体系，
可以更好更快地采集、处理新闻资
源，解决新媒体内容传播的痛点问
题。

5G时代，超高清视频产
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梅剑平（中央电视台技术
管理中心工程管理部主任）

今年6月6日， 工信部向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
放5G商用牌照，中国正式步入5G商用
时代。 随着5G技术的发展，5G、4K、
VR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期，超高清
视频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到2018年底，全球4K电视出货量
达到1.02亿台， 中央电视台2018年开
通了4K高清频道， 预计2020年4K节
目制作能力将超过3万小时。

高清视频给用户带来更精美的观
感、 更舒适的体验。5G时代更是解决
了此前存在的大量的数据存储和传输
难题。

随着超高清视频产业的发展，也将
衍生出其他行业，电视将不再只是电视，
还可以与文教娱乐、 智能交通、 安防监
控、健康医疗、工业制造等结合在一起。

从未来的家庭信息服务场景来
说，交互性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日益增
长的小屏个性化服务， 把大屏电视小
屏融合在一起，小屏做流量入口，大屏
做高级视频体验，达到高级的场景。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从根本上就
是相辅相成。过去这10年里，媒体进
入了信息时代，大量运用的云计算、大
数据、社交网这些全新的技术和理念。
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冲击， 另一方面
也启发了很多，拓展了视野。未来，随
着人工智能大量应用， 媒体必然向智
能化方向发展，5G+4K+AR， 是未来
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传统媒体不要妄自菲薄，
好的内容终将变现

毛浩 （中国青年报社
总编辑）

2017年3月， 中青报特设的中
央厨房融媒小厨开张， 近5年的实
践，创制了一系列融媒精品。

我 们 的 小 厨 功 能 并 不 是 很
多 ，都是新闻实战中好用可用的。
我们的指挥中心平时就是我们的
值班室，在遇到重大报道的时候，在
关键岗位、扁平化指挥调度。比如总
书记的检阅车刚刚出现的时候，我
们 观 察 到 两 块 特 殊 的 车 牌———
1949、2019， 便立刻作出反应，最
早用微信的形式整合发布稿件 ，
阅读量超过了百万 。 我们的作品
《一通来自一百年前的电话》，能
让观者在时空穿越中感受李大钊
的家国情怀 。 这种沉浸式的视频
产品 ， 我们觉得可能是未来的一
个方向， 我们会在这方面做进一
步的探索。

转战新媒体主战场，我们深知
优质内容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去
年底刷屏的话题———《这块屏幕可
能改变命运》， 就是脱胎于一篇远
程教育的稿子。另外一篇有影响的
报道———《我站立的地方》，稿件近
万字， 有1.2万个公众号进行了转
载，同时我们还拍摄了同题的视频
专题片 ， 播放量达到了 400多万
次。

这些都让我们坚信，传统媒体
不要妄自菲薄 ， 而是具有天生优
势，好的内容终将变现。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
建设全媒体

胡正荣（中国教育电视台
总编辑）

媒体融合≠全媒体， 媒体融合是
发展过程、 是手段， 全媒体是发展结
果、是目的。媒体融合不能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而要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要积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
媒体。我认为，全媒体由全程媒体、全息
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构成。其中，
全程媒体=全时空的媒体， 是能够覆盖
人与信息交流全程的载体； 全息媒体=
全现实（真实现实+虚拟现实）媒体，是
能够触达人所有感官的、使人有完整体
验的载体；全员媒体=全连接的媒体，可
以实现所有人连接、所有物连接、所有
资金连接、所有信息（数据）连接，同时
还可以实现所有环节、所有过程、所有
时空节点的连接； 全效媒体=实现各种
场景效果的媒体。

全媒体不仅仅是传播传统意义的
新闻、娱乐等信息的业务功能型载体，
更是要传播数据、 通过连接提供服务
等的融合服务型平台。大数据、人工智
能将赋能这种全媒体传播， 可以完成
信息在任意时间、空间条件下，通过任
意媒介到达需要到达的任意节点，在
任意场景中都可以实现效果。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一体化发展是
关键。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
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
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
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
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
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掌握全媒体时代基本技
能，淬炼好指尖功夫

谌贻照 （广西日报传媒
集团柳州记者站站长）

融媒体时代，每一名媒体人，都应
该掌握全媒体时代的基本技能，淬炼好
指尖上的功夫。

我的荣获中国新闻奖融媒体短视
频一等奖作品《柳州融水突围记》，仅由
我一个人、 一台手机拍摄和现场制作，
用实战证明了融媒体报道的低成本、小
制作同样可以实现大效果。也说明突发
新闻报道运用全媒体手段，进行图文和
视频报道，更有利于抢占融媒体的新闻
制高点和首发先机。

基层记者要打造新媒体精品，只能
在一线掘金。我一直坚持工作在基层一
线，曾经被调回总部，但只待了两年就
又主动申请回到了基层。 我的新闻作
品， 都是靠一双走基层的泥腿实现的。
我的足迹遍布广西北部三县的山山水
水， 大苗山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我
都非常熟悉。来到基层，层出不穷的新
闻灵感就会主动找上我。

新春走基层作品《百鸟衣的诱惑》、
贫困村义务宣传片《融水石拦谷峰行
记》、扶贫记录《美丽扶贫花》……这一系
列作品都散发着浓厚的泥土气息， 也深
受读者的欢迎，传播效果非常好。

我在基层做融媒体，团队支持经常
鞭长莫及。我的秘诀是，要用好手机这
一随身利器。 用流光快门排出绢丝流
水， 用延时摄影拍下竹荪成长过程，用
慢动作拍摄记录奔跑瞬间……用好用
精一两款视频编辑软件，最后达到的效
果并不会比“拍大片”效果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