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李婷婷 余蓉

2019年12月31日，全省新闻战线优秀
新闻作品优秀编辑记者表彰会在长沙召开。

会上，表彰了第29届中国新闻奖湖南获
奖作品、2018年度湖南新闻奖获奖作品，以
及在全省重大主题报道中涌现的优秀新闻
作品、优秀编辑记者。来自湖南广播电视台、
湖南日报社、新华社湖南分社、红网的4位获
奖代表先后发言，畅谈自己的采编经历和收
获体会，内容精彩，富有感情，给人启迪。

把牢方向导向，奏响新时代最强音
2019年，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我

省新闻战线的各项工作取得骄人成绩。在揭
晓的第29届中国新闻奖中，我省有17件作
品获奖，其中《十八洞村这五年》《我的青春
在丝路》《长沙有多“长”》等3件作品获一等
奖，获奖总数和获一等奖数均居全国第二，
取得历史性突破，为我省新闻战线树立了良
好形象，赢得了荣誉。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
我省新闻战线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反映了广大
编辑记者践行“四力”要求、勇于开拓创新的
丰硕成果。

与此同时，全省新闻战线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
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
创新，精心组织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
非经贸博览会、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外交
部湖南全球推介会、国新办湖南专场新闻发
布会等重大活动报道，在全省上下营造了共
庆祖国华诞、共享伟大荣光、共铸复兴伟业
的浓厚氛围，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湖南创新开
放新形象。

颁奖现场，掌声不断，气氛十分热烈。荣
获 2018 年度湖南新闻奖一等奖、来自邵阳
电视新闻综合频道的周超群激动地说：“从
业5年来，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的会
议，也是第一次上台领奖，非常激动。记者要
多贴近群众，多挖掘细节，讲好基层故事，只
有多沾泥土气，笔下才有光。这次表彰会是
对我的一次鞭策。我将继续践行‘四力’，创
作更多好作品，讲好邵阳故事。”

来自常德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记者
王雪此次荣获全国新闻战线第六届“好记者
讲好故事”活动优秀个人称号。她手捧荣誉
证书，感慨地说：“从业 15 年，从热爱到深
爱，我经历了广播的起起落落。2019 年，是
从业以来压力最大、节奏最忙的一年，我们
都在努力用不同的方式证明‘广播’没有没
落。此次表彰会既是对我的鼓励，更是对我
的鞭策。记者不仅仅是一个头衔、一声称
呼，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站在2019年的
年终岁尾，我想对所有媒体人说：2020 年，
都加油呀！”

推动媒体融合 讲好湖南故事
综观湖南今年获奖的新闻作品，既有站

位高、说理严谨的评论文章，充满人民情怀、
内涵深刻的深度报道，又有短小精悍的消
息，形式新颖的融媒体精品。它们共同唱响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新时代湖湘儿女改
革开放再出发凝聚起磅礴力量。其中，微视
频、长图文、H5、动图等一大批融媒体报道，
让新闻的表现形式变得丰富多元，“爆款”不
断。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宣传中，湖南主流媒体选取了不同的
切入口进行融合创新，取得不俗反响。

作为湖南日报的一名摄影记者，郭立亮
坦言，融媒体转型给了他更大的学习提升和
挑战的机遇。荣获29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的
摄影作品《高空救人》，留下诸多有益的思
考。作为一起突发事件，既考验记者的快速
反应能力，更考验其现场应变能力。

湖南广播电视台推出的“一带一路”主
题系列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荣获第29
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该节目以小见大，感
染力强，融合传播影响力大。谈及获奖感受，
该节目制片人傅卓说：“这个奖项含金量很
高。其实，我从来没想过会得这个奖，我和同
事们也没有期望要通过这个节目达到什么
高度。于我而言，当一个作品要署上自己名
字的时候，就会格外认真。这是我的职业本
能，也是我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纪录片中，这
些年轻人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如此奋力、专
注地做有意义的事情，从不标榜自我牺牲，
用饱满的热情迎接挑战。这些人就是中国的
未来。我们拍摄这部纪录片，也是希望观众
能感受到这份热忱。”

践行“四力”，练好内功提升本领
2019年，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积极践行

“四力”要求，认真开展“壮丽 70 年 奋斗新
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等大型主题采访活
动，推出精准扶贫在三湘、产业项目建设年、
守护好一江碧水等系列重大宣传报道，创作

“晨风”“湘声”“宁心”等系列评论，精心组织
“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互联网岳
麓峰会、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中非经贸博览
会等重大主场活动宣传报道，有力彰显了湖
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新形象。这次受表彰的
优秀作品和优秀个人，集中展现了我省新闻
舆论工作显著成绩和新闻工作者良好风貌。

湖南新闻战线始终坚持把走基层、到现
场作为增强“四力”的最佳路径，采写推出了
一批有温度、冒热气、反响好的新闻精品。

《我的青春在丝路》主创团队奔赴亚非拉19
个国家，总行程近 200 万公里，相当于绕地
球 50 圈；《圆梦“巴铁”祭英魂》从策划到采
写完成，先后历时9个月，记者寻访了9省份
24 名烈属、14 位老兵，深度发掘第一手材
料；湖南日报连续几年组织记者新春走基
层，特别是2016年的“枫木潭七日”、2017年
的“走进十八洞”报道，引发广泛关注；从湘
南的汤湖里村到湘西的吕洞村、惹巴拉、石
堰平村，从湘西南千年瑶寨香草源到湘中的
奉嘎山，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每年坚持

“新春走基层，直播一个村庄”的活动；红网
的“凌晨三点的长沙”“立交桥下的百态人
生”等系列报道，将镜头、笔墨对准那些奋斗
在一线的兼职大学生和普通劳动者，记录他
们的辛酸和奋斗故事，引发网民共鸣。

由湖南日报推出的大型系列报道《齐家
有道——湖湘先贤伟人故事》荣获 2018 年
度湖南新闻奖一等奖，该报道主要策划人之
一、湖南日报教科文卫新闻中心执行主任龚
旭东透露，“齐家有道”系列报道从 2017 年
开始策划组织，前期的策划论证、史料收集
整理、确立报道体例与内容构架、采访写作
等准备了整整一年。记者在采访时也挖掘到
了许多第一手素材，用生动的笔触将湖湘故
事娓娓道来。

这一部部佳作，都是采编人员增强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的结果。

满怀激情
记录新时代
讴歌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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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婷婷

在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
奖评选中，湖南红网新媒体集
团两件作品荣获中国新闻奖。
其中，他们推送的新媒体报道

《H5丨改革开放40年·长沙有
多“长”》获一等奖，网络评论

《热眼“螃”观丨为遭不实举报
干部正名之后，哪些人该警
醒》获三等奖。

一个年轻的团队，如何用
年轻人喜爱的方式，烹饪色香
味俱全的新闻产品，讴歌时
代、礼赞人民？这支平均年龄
只有30岁的队伍，在面对伟大
事件和历史时刻时，如何端出

“色香味”俱全的新闻盛宴？
2019 年 12 月 31 日，红网记者
廖洁分享了她在报道中的体
会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
报道里，红网100多名记者穿
行在采访一线，近400名编辑
日夜值守、及时推稿，持续推
出《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

《70年·湖湘巨变》等系列专栏
报道，全方位展示湖湘大地翻
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各行各业
的典型人物，构筑了强大的主
流舆论声势。

2019 年 9 月 25 日，湖南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
在长沙举行，因对参与记者总
数有要求，红网只有廖洁一人
前往。但她觉得，内心充满底
气，因为身后站着的是全体采
编同事。“当天，按照红网‘提

笔能写、对筒能讲、举机能拍’
的要求，由我在前方采、拍、
写，后方团队收、编、剪，配合
天衣无缝。我们第一时间推出
了大会图文快讯及3篇独家报
道，其中还包括一篇视频报
道。”尤其让廖洁印象深刻的
是，散会后，因赶稿忘记时间，
自己差点被关在已经清理完
毕的会场，同事们还到处联系
人“解救”。

当前，受众对内容的需求
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体人也一
直走在求新求变的路上。在外
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中，红
网推出顶级“网红”袁隆平院
士专题和生日海报，分别登上
微博热搜榜第一和第三位，阅
读量分别高达 3.1 亿人次和 2
亿人次。融媒体作品《我们的
一日三餐，这三位院士“三包”
了》，充满了趣味盎然的时代
气息，激起了大家强烈的阅读
欲望。

廖洁认为，融媒体产品的
核心始终是内容为王，融媒体
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和表现手
段。“手绘长图《对不起！湖南
这么多宝藏我才知道》这个作
品，以轻松活泼的漫画方式，
将湖南的文化底蕴、风土人
情、吃喝玩乐融于其中，文案
简洁有趣，寥寥数笔将湖南特
色描述得栩栩如生，让读者既
能触摸湖湘文脉底蕴，又能感
受都市时尚魅力，唤起网友内
心浓浓的湖湘情怀。”廖洁总
结说。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在第 29 届中国新闻奖评
选中，湖南广电集团斩获 6 项
奖项。其中《新闻特稿：十八洞
村这五年》《我的青春在丝路》
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如
何讲好主旋律故事，吸引并留
住受众目光？2019 年 12 月 31
日，记者采访了《十八洞村这
五年》主创人员、湖南广播电
视台新闻中心对外报道部主
任刘安戈，探寻镜头背后的那
些动人故事。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
书记到湘西十八洞村视察，首
次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
要论述。一个多月后的 2014
年 1 月，刘安戈和报道团队的
同事就来到十八洞村，把镜头
对准了这里的扶贫工作。

刘安戈清晰地记得，在一
次群众评议会上，村民们给扶
贫工作队队长投票投出倒数
第一的那一幕。这让刘安戈真
切地感受到扶贫工作的艰巨
性和复杂性，也坚定了报道团
队以长期影像记录的方式，聚
焦该村在脱贫路上经历的探
索、坎坷、思考、实践。

为了引导当地村民脱贫，
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选定种
植猕猴桃作为脱贫主导产业。
为了避免低端竞争，扶贫工作
队决定引进两个优质品种，但
相应的种植成本也提高了，原
本的扶贫款不够用了，出现了
1600万元的资金缺口。当扶贫
工作队提出要找银行贷款解

决时，村民们立马炸开了锅。
背上一身债来发展产业，这在
当时让很多村民无法接受。

刘安戈和同事们提前在
会议现场安装了4路隐蔽的摄
像头，把这个投票的全过程真
实地记录了下来。“如果是现
场拍摄，村民们或许就不会真
实暴露他们的意见与怨气，这
极具戏剧冲突的一幕很可能
就不会出现。”刘安戈说。

在十八洞村的猕猴桃园
第一次挂果时，刘安戈和同事
们特地把当初对贷款发展产
业意见最大的村民请到了果
实累累的果园里。村民说，如
果再一次评议扶贫工作队队
员，恨不得一人投出 10 票。
刘安戈和报道团队的同事，
及时准确地记录到了这一段
珍贵的扶贫历史，并为此欣
喜不已。

刘安戈表示，5 年的时间
里，报道团队成员以“脚力”扎
根基层，以“眼力”审视精准脱
贫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以

“脑力”提炼出贫困农村发展
的共性特征，以“笔力”讲好扶
贫故事，展现了十八洞村的脱
贫不是“搭风景，栽盆景”，而
是真正的“可复制、可推广”。

刘安戈说：“2020年，我国
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值得
我们每一位新闻舆论工作者
大书特书。既能以新闻敏感发
现问题，又能以发展的眼光把
握住时代变革的脉搏。这样才
能全面记录、展现湖南发展进
程中遇到的瓶颈、破题的措
施、取得的成就，才能讲好真
实可信的‘湖南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对湖南而言也是精彩纷
呈的一年。人民日报、新华社
等中央媒体记者，用手中的笔
和镜头对准湖南，将湖南故事
传播到全中国、全世界。

如何践行“四力”，挖掘
好故事、奉献好作品、传播好
声音？2019 年全省重大活动
报道优秀作品《敢教日月换
新天——喜看三湘大地 70 年
巨变》作者之一、新华社记者
袁汝婷，于2019年12月31日
跟记者分享了体会。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报
道中，新华社湖南分社的报道

《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三
湘大地 70 年巨变》，从湖南如
何落实总书记的勉励与嘱托
起笔，以杂交水稻、工程机械、
文化出版等“湖南名片”，来描
绘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湖南取得的发展成就，在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成就报
道中独树一帜，取得了很好的
传播效果。

“这条稿子不是一蹴而就
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打磨
的过程。”袁汝婷说，最初稿件
是从呈现 70 年的发展成就着
笔，后来反复商量，不仅要写成
就，更要挖掘成就背后的精神
密码，以人物和故事来串联主
线，才会生动感人，“我们反复
修改打磨，最终，稿子因可读性
强，逻辑清晰而得到认可。这篇
稿子不仅是践行‘笔力’，更是

践行‘脑力’的体现。”
为了将湖南的红色名片

挖掘好，新华社湖南分社的记
者多次赴韶山采访，采写了《3
位村干部共话韶山70年》《“我
是毛主席的邻居，不能给他丢
人”——毛家饭店创始人汤瑞
仁 83 岁申请入党》 等一批沾
泥土、带露珠的报道，以鲜活
的故事讲述韶山巨变，折射出
湖南70年发展历程。

“我们数次到韶山，采访
90岁高龄的汤瑞仁，和她熟悉
了，老人才跟我们分享了自己
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这才有了
打动人心的报道。”袁汝婷说，
自己也从这段珍贵的采访报
道经历中再次体会到“脚底有
泥，笔下才有光”。

中非经贸博览会、世界
计算机大会、中国国际轨交
会……这一年，湖南重大活动
接二连三，新华社湖南分社除
了向海内外播发文字、图片、
视频报道外，还采用融合报道
形式，扩大报道覆盖面和影响
力。有记者主笔写通讯，有记者
现场抓“活鱼”，年轻记者还玩
起了Vlog，每次活动都播发稿
件 200 条（张）左右。“笔耕不
辍，才会实现量变到质变。全媒
渠道让我们的活动报道传播力
广，影响力强。”袁汝婷说。

“正面报道，更需要记者践
行‘四力’，努力把好故事讲好。”
袁汝婷说，有了真正鲜活的故
事，有了能抵达人心的笔触，有
了立得住的思想价值，正面报
道才有说服力，才能打动人。

刘安戈：

镜头真实记录扶贫 袁汝婷：

践行“四力”讲好湖南故事

廖洁：

讴歌时代 礼赞人民

2019年12月31日，红网廖洁代表发言。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新华社湖南分社
袁汝婷代表发言。

2019 年 12 月 31 日，湖南卫视刘安戈
代表发言。

2019 年 12 月 31 日，湖南日报邹晨莹
代表发言。

——全省新闻战线优秀新闻作品优秀编辑
记者表彰会侧记

2019年12月31日，全省新闻战线优秀新闻作品优秀编辑记者表彰会在长沙召开。图为
大会现场。 本版图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言论评论是报纸的旗帜
和灵魂。高质量的言论评论是
报纸创立自身品格的利器，也
是吸引广大读者、提升影响力
与竞争力的法宝。

湖南日报一直重视言论
评论，始终把言论评论作为提
高舆论引导力和内容影响力
的 核 心 要 素 ，并 形 成 了“ 湘
声”、“晨风”文章、“宁心”文
章、社论、编辑部文章、评论员
文章、三湘时评、观点专版等
组成的全方位评论矩阵，让言
论评论成为党报旗帜上最亮
的那抹红色。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全
省新闻战线优秀新闻作品优
秀编辑记者表彰会上，湖南日
报理论评论部记者邹晨莹作
为 2018 年度湖南新闻奖一等
奖获奖作品主创人员，与记者
分享了那一篇篇“爆款”评论
作品背后的故事。

“2019 年两会期间，总编
辑带领我们评论员团队策划

《学习夜评》专栏。我们晚上 7
点收看完新闻联播，讨论、确
定评论的主题和角度，于当晚
12点前在新湖南客户端推出，
时间和质量上的高要求让我
们压力很大，作品的推出深受
读者欢迎，这也让我们觉得再
辛苦也值得。”邹晨莹坦言，每
一篇评论从立意到成稿，再到
发表，常要反复打磨，逐字逐

句修改。这也让她意识到，写
评论是需要“工匠精神”的。

2018年11月26日，习近平
总书记严肃批评了有些地方
痕迹管理演变成为“痕迹主
义”，异化为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新变种的现象。湖南日报迅
速反应，率先发声，11月28日
迅速推出评论《痕迹管理可以
有，“痕迹主义”不能要》。一天
内，仅新湖南客户端点击量就
超过百万，网友转发点赞称

“直击心灵、让人认同”。11 月
30日，这篇评论被人民日报评
论版转载，被人民网、新华网
等在首页推送，中宣部阅评文
章称此文对改进时评写作有
参考、借鉴价值。

作为评论主创人员之一，
邹晨莹认为，在信息纷呈、观
点多元的时代，说什么、怎么
说，最终靠的是思想，而最重
要的思想就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对于党报评论如何征服人
心，邹晨莹给出湖南日报评论
员的“秘笈”：“着力在‘五度’（高
度、深度、锐度、鲜度、温度）上下
功夫，充分表现出‘感染人、吸引
人、打动人’的话语魅力。”

“在持续深入学习的基础
上，结合实际来宣传阐释观点，
在众声喧哗中发出最强音、占
领制高点，是党报评论最重大
的任务。”邹晨莹说，未来，希望
更多的读者能从湖南日报评论
中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邹晨莹：

让言论评论成为党报旗帜上
最亮的那抹红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