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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桂廷

2014年8月18日，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媒
体融合发展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坚持传统媒
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 一体发展， 形成立
体多样、 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总书记
的讲话为我们传统媒体， 特别是地市级党报
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顺应改革趋势， 在拓展主流舆论阵
地中推动融合发展。

当今， 网络和数字技术的裂变发展 ， 带
来了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和舆论生态的重大
变化。 面对新兴媒体的快速崛起， 传统媒体
不能恐慌， 也不能漠视， 而要顺势而动、 积
极而为。 融合发展， 是最好的突破口和发展
方向。

传统媒体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 是权威 、

深度， 这正是网络传播的最大缺陷 ； 传统媒
体最大劣势在于发布时间滞后、 信息量不大、
传输渠道不便捷等， 这又恰恰是网络媒体所
长。 传统媒体与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兴媒体互
相融合， 不但可以缓解双方的短板问题 ， 还
可实现优势互补。

媒体融合发展是一场传播方式的历史性
变革。 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并不
是简单的 “1+1=2”， 而应该是内容和技术相
结合， 在采编、 传播、 管理、 机制等方面深
度融合 ， 使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相融相通 ，
实现一体化发展。 在巩固和扩大主流思想舆
论阵地中推动融合发展， 才能在网络时代营
造出传统媒体的新春天。

———合理筹划布局， 在开启全媒体新时
代中推动融合发展。

作为地市级党报 ， 特别是像怀化日报这

种经济后发展地区的党报， 面对融合发展所
需要的各种资源配置， 压力颇大。 合理筹划
布局、 确立发展重点、“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就尤为重要。

在融合发展上 ， 我们确立了 “三优先 ”
原则， 即新闻稿件使用优先、 人才选拔优先、
资源投入优先。 这一原则能确保在融合发展
过程中做到 “两手抓”： 一手是充分利用新技
术新平台， 融合发展。 关键是顺应互联网传
播移动化、 社交化、 视频化趋势， 把当今可
用的技术和平台都囊括到我们的视野中来 ，
纳入我们的项目设计。 我们确定以怀化新闻
网为主， 建立兼容开放的内容发布平台 ， 并
重点在微信、 微博的基础上发展好新闻客户
端； 另一手则是做到始终坚持 “内容为王”，
巩固和放大传统媒体的内容优势， 增强最核
心竞争力。 传统媒体要把自身信息采集核实、

深度分析解读等方面的优势尽量发挥出来 ，
同时积极适应新兴媒体传播的适时性 、 微传
播、 互动化等显著特点， 在形式上加以调整，
不断提升新闻生产力和产品竞争力。

———遵循传播要求， 在创新运营管理体
制中推动融合发展。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 既需要进行
技术升级 、 平台拓展 、 内容创新 ， 也
需要对组织结构 、 传播体系和管理体
制做出深刻的调整和完善 ， 为融合发
展提供组织保障。

一是在组织结构上 ， 要打破当前
内部各媒体各自为政的局面 ， 整合现
有人力 ， 组建统一指挥调度的多媒体
采编平台 ， 让其成为全媒体内容生产
“中央厨房 ”； 二是构建立体式现代化
传播体系 ， 改变过去新闻采集发布流

程 ， 使新闻在数字采编上打通内容 、 渠道 、
平台、 经营、 管理等五个要素瓶颈制约 ， 建
立集约化、 数字化采编流程 ， 分步针对新闻
生产进行资源整合 、 标准统一 、 流程再造 ，
建立统一的智慧采编平台； 三是建立科学有
效的媒体管理体制。 要破除制约融合发展的
体制机制壁垒， 对网上网下 、 不同业态进行
科学管理、 有效管理， 确保传播秩序更加规
范。

（作者系怀化日报社党组书记、 社长）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邹太平

9月1日， 记者在长沙部分学校走访， 调查孩子们
对即将到来的第一个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有何评
价。 一个关于“爱国是什么” 的问题， 让记者发现了一
所特别的学校。

“爱国就在我们的身边。 爱国从热爱父母兄弟， 热
爱亲朋好友， 热爱家乡开始”、 “爱首先是要了解。 不
了解祖国历史， 不了解祖国文化， 就不能说是爱” ……
长沙市诺贝尔摇篮小学几位二年级学生的回答， 让记者
刮目相看。

“爱国是最大的德。” 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董事长
谢庆说， 这是自己坚守的“教育之魂”。 作为一家民营
教育机构， 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旗下有1所小学， 12所
幼儿园， 1个亲子园。 集团始终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至
关重要的位置， 从大处着眼、 从细节入手， 培养孩子的
爱国情怀， 在孩子的心中播下爱国的种子。

10多年， 谢庆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他在几所学校
随机抽选了50多名中小学生， 问大家知不知道长沙人
黄兴， 孩子们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但当他继续问“谁
能说几个关于黄兴的小故事” 时， 大家就都连摇头。

这对谢庆的触动很大：“黄兴是湖南人、 长沙人的骄
傲， 但长沙孩子只知道他的名字， 却不知道为什么要以
他为荣， 这是我们教育者的失职。” 于是， 他决定要为
诺贝尔摇篮的孩子们做些事情。

2005年3月中旬， 一场特别的讲故事比赛在黄兴路
步行街的黄兴铜像前举行。 20多名来自诺贝尔摇篮幼
儿园的小朋友， 有板有眼地讲述黄兴的革命故事。 黄兴
的孙子黄绍强也应邀到场， 孩子们认真的神情、 稚嫩的
童音和手舞足蹈的表演， 深深感染了黄绍强， 他深情地
说： “你们用这种方式怀念爷爷， 他泉下有知一定很高
兴！”

从那以后， 谢庆有意识地在设计幼儿园和小学课程
时加入更多的“爱国元素”， 开设国学经典诵读、 伟人
故事阅读表演、 清明祭奠先烈、 我爱长沙50问……让
孩子们在与书本为友、 与自然相处、 与大师对话的过程
中， 潜移默化地接受爱国教育的熏陶。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谢庆
觉得是进行爱国教育的“绝佳时机”。 7月初， 诺贝尔摇
篮教育集团联合中国教育报，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
《全国中小学生反法西斯认知调查》 问卷。 来自22个
省、 市、 自治区的107所学校约2.5万名中小学生参与了
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孩子们大都知道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的标志性事件， 但对日军在华犯下的滔天罪行知之甚
少。

“这表明我们的爱国教育任重而道远。” 谢庆说，
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将继续坚守， 用“润物细无声” 的
方式， 将革命英雄的精神悄悄地播种在孩子们的心中。

“这些种子将来一定可以长成参天大树， 成为支撑中华
民族的钢铁脊梁。” 谢庆满怀憧憬地说。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再过10来天， 新化县维山乡彭家村
的曾月同学， 就将前往湖南师范大学医
学院报到， 开始全新的大学生活。 自幼
父亡母嫁的她， 家境贫寒， 这次要准备
的1万多元学费和生活费， 是由新化县义
工组织“梅山助学社” 牵线搭桥一点一
点凑起来的。

网名“陌陌” 的“80后” 姑娘陈梦
林， 是“梅山助学社” 的负责人。 她告
诉记者， 助学社到现在已经运转了6年，
帮助了许多像曾月一样的贫困学生， 但

“具体人数和金额没有统计”。 “我们的
志愿者团队现在已经发展到200多人， 几
乎每天的助学信息都在更新， 也没有谁
去汇总‘请功’， 大家只是安静地去做点
力所能及的事。”

2014年， 陈梦林获评“全国社会扶
贫先进个人”， 全省只有7人获此殊荣。

不过， “陌陌” 一再向记者表示：
“这个荣誉真的是大家的， 不是我故意谦

虚， 因为我只是200多名志愿者中的一
员， 每个志愿者所做的事都差不多， 只
是助学对象不同而已， 不存在谁功劳大
谁功劳小的问题。”

“陌陌” 介绍， 她是普通的农家姑
娘， 2005年结婚生子， 之所以走上助
学这条路， 并不是自己经济条件有多
好， 也不是想出名， 而是把助学当成
了一种业余爱好。 “就像有的人下了
班就喜欢逛街， 或者喜欢打麻将一样 ，
我只是喜欢走访助学。” 原来， 在2008
年， “陌陌” 受省金牌义工“御猫” 的
影响， 接触到了义工这个群体 ， 从此
爱上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助人之后的
那种喜悦感让她感到非常满足， 内心充
实。

2009年3月， “陌陌” 与几位朋友成
立了新化县“梅山助学社”， 志愿服务的
内容从当初的单纯走访调查、 资助学费，
发展到现在不仅关注贫困学生经济上的
困难， 还关注学生心理上的辅导沟通。 6
年来， “陌陌” 和志愿者同仁走遍了新

化的山山水水， 特别是天门、 奉家、 金
凤等偏远贫困山区， 对贫困学生家庭实
地走访调查， 再寻找爱心人士或团队进
行资助。

一个又一个事例， 记录着“陌陌”
和“梅山助学社” 的大爱：

2009年， 用摄像机记录下残疾双胞
胎姐妹杨靓、 杨佳艰辛的求学历程， 走
上街头为姐妹俩募捐， 帮助姐妹俩在省
儿童医院成功做了矫形手术； 与湖南工
程学院举办“危房下， 心连心” 爱心募
捐活动， 为科头乡小浪小学募集爱心款
14000多元；

2010年， 为天门乡偏远的金马、 高
田、 一字界三所小学的孩子们捐赠了外
界爱心人士寄来的文体用品；

2011年， 带领广东“小猪版纳” 爱
心队伍对天门乡长峰小学实施了价值
10万元的爱心捐助， 联系了蒲公英爱
心团队走进文田镇大田小学和中学，
资助30多个学生每人每期生活费500
元， 一直到现在；

2012年， 策划爱心课桌回馈母校计
划， 说服外出创业的爱心人士为炉观中
学送去100套爱心课桌；

2013年， 在文田镇大田中学举办
“用爱点燃希望” 大型公益活动， 让学生
树立自信、 自强、 乐观的生活及学习态
度；

2014年， 走访核实“悠悠梅山情扶
贫助学” 计划待助的100名学生， 帮助他
们更好求学；

……
2013年，“陌陌”因劳累过度，生了一

场大病，在长沙住院。 期间，一些受助过的
孩子赶到她身边，照顾她，抱着她哭，喊年
纪轻轻的她“干妈”。“陌陌”说，那一刻，她
真的感觉到了幸福。

“血性湖南·中国脊梁”
纪念抗战艺术名家作品展

将举办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李国斌）今天上午，“血

性湖南·中国脊梁”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艺术名家作
品展在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 展览将于9月26日在湖
南省展览馆开幕。

此次展览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省文化厅、
省文史馆、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湖湘文化交流协会共
同举办。 据悉，著名书画家李自健、刘人岛、蒋剑高、萧
有恺、杨建五、王德水等提交了参展作品。 参展作品将
到衡阳、怀化、常德、邵阳、吉首等地巡展。

新闻发布会现场， 组委会与芒果V基金签订了抗
战老兵公益捐助协议，并将在11月底巡展后举行书画
义卖，所得款项将设立老兵关爱基金。

学讲话 用讲话
心得录 适应融合大趋势 努力打造全媒体

在幼小心田
播下“爱国种子”

———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
持之以恒坚持爱国主义教育

跟逛街一样爱好助学
———扶贫好人榜之“陌陌”

9月1日上午，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楚湘社区，
工作人员给居民发放抗战及法律题材书籍。 当日，天心
区法院与社区联合开展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法
官与居民进行结对服务，给他们提供法律咨询及帮助，
同时还赠送了500册抗战及法律题材书籍，让居民们铭
记抗战历史，珍惜幸福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精准扶贫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