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陈阳 2019年11月26日 星期二
要闻 04

! " # $ %&'
!"#$%&!" '() *+,-./0

12 34561)7"896:(2 ;<=>
?@ABCDEFGHIJK/% #""$ '
LMNO6PQR-S % TUVWXYZ
[;W\][^_`Ca2

=>?bcdefg34hi)jk?
GlbmnopqrstW\]Qu[v
Rwxmyz2 yz{|})?Glb<~
��) ��� &&!" TUstW\]��R
02�' !" �)��t��O�%��)X�
���1�,;S���9�t���c(
�2X34S����� ¡�¢£¤2 ;#"!'
'1)=>?b¥¦§¨34©ª)q�«
¬®¯°±²34X��;)9³´µ34
¶ª¥·¸jd2

()*+!,)-.

¹b9jº)34»¼.½º2 =>?
b¾¾¿ÀXÁÂÃÄ;*ÅXÆÇÈ;)É3
4ª½ÊË�ÌÍÎÏ¹S�Ð)ÑÑÒÓ
34©ªÁÂÃÄ2

#"!' '1)?bÔbÕÖ×ØÙzÕÚ
�O ## ÛÜÝ3¨34©ªÞß) àá3
4©ª§âyz) ?b×Øãäå�O !(
Ûr3¨34©ªªæçè2 ?b34©ª
�éê5ëcÙzÕÚ !# Û) cdìàí
é !' Û)½îîïéðºÖñòóôõµÖ
ö÷?ø34©ªùú(Wû2

X¿34©ª»üÍó¿Ó2 ;�'ýg
34©ªþÿÕ)=>?b×ØãäåNó
!ô)"#ü$X34�Í%&qS¹5'
c(;))�X*â�;6É+&q¹5'ª
½34r,)X*â�;Áü�é-.æ/3
4{|Õ)c(�0S�12 ó2')=>?
r?b3Ö?��4Ö?5âÔbÕ67Ö?
�869:;ø?<¹b4Ö��4¹5'
= !% Å§ü�é69cdÔ>34) 34
�0!�Öº¦?@2

�A�BCAD2 ?bSèEªF)´
µ(?ø34©ªS¥·¸jd2 G@)H

I?bJr )! Å?Pno¹5'cd(Ô
>34)KL!½ )(*2 Mjk){|yz
%#+$ Å)NOyzPQ )&+ R2

/012!3456

X%� 'S)TUË¢sVlW &Ó)XY
Z�é�[\Ø]ó^Ø_½��S¼[�;)
X*Å5ª½`abcr,)def#g½g
hiþ)<j½kÁÄ; ll�'óm')
q=>?cdnopqÖ rV�sl[yz
Ùt34hi) 6ÅÅa9Cuvw�xS
yz9³yz) <CCu{{|}~X345
��(%����S��a�� ;

#"!' '1) =>?��XN5�½°
�;)¿ÀCuw�SX��;X��;)��°
�0b§âþÿÖ?b°�©ªcd�tÙ
t34)ÍX6��Ö6��Ö6��Ö6Å�
�;�Ó)��� ¡¢"£)�34��P

¤X¥O6E¦; )§ÂkXÙ;S¨�)©ª
«X3;S¬2

G@) =>?Jcd(ÊË°�®t>
g¯°yzÖrV�sÖVW�sÖ�±tG
²]Öno³qÖsVl[yzÖ°�´<µ
¶·¶Ö¸÷¹ºV»m 'ÅÙt34)Mj
kyz !)+( Å)NOyzPQ %!! R)34
hi¼½yz !"#'Å) vR²] $)#TU)
¡H5¾ %!'5)¢º´µ(¿VÀÁÖno
³qÖ¬ÂÃÄÖtGÅÆm°�©ªÊCÊ
Ë, ÇÈCuq34É¯°»_Ê%(ËÌ
¢ÖÍÌÎSÏÌ_ÖÐÑ_ÖÒ�_2

789:!;<=>

XÓÔ?]ÕUâÖ×ØØiþÙ-ÚÖ
Ù.ÛÜÝÜÃ)éÞßkk�Ùàáâ
ªãÏÝ;Wúäåæ !&''+/!' Ullr
Ù0ÚÖÙ1ÛçèÎ§éê¡ë2 ;ìe3

4íQîï)ð*ÅCu{ñòßSyzP
QJó�(î2

Xyz��ü�bôõö��RRÊË�)
yz��ü�÷øíé��bù¢ú�)yzP
Qü�ëû¡ü��Î�ý4�2 ;=>?bÔ
bÖ?þb×ØÖ?b34©ª�éê55
ÿ!"#r34��:PQ3H©ª$8
ü$2 =>?b346%(&�'yzé
()#W��¥))¬Ôq2 *Î34©ª
Sö+´,)=>?XQ3��Ö�3��Ö
3O��;S-.J/Ô0)3412,6
34â)3415Çñ6«2

#"!' '1) 7834jkSyzPQ
bc #!" R) çè¹þ�9¡ë %!' 5):
°ø¡;�éiþ !$ 52<rM=yz)�
?�Ocd ( ÅÙtÏH)?bæ>?¦Â
R ' Å2 Z[)r34©ª§¨9@ÖAB9
ºÖ��9ËS !# �no¹5',CDEÖ
Fß)r & �no¹5'ZÈ,C(G¸H
�2 7834ÅÚ)?br?Pno ! I½
¡;iþèNJÝ)r # ÅnoKÃ5èN
LM2 !!"#$!

!"#$%&'()*+,-

!"#
!"#$%&'()*+,-./01

2345678 !" 9:- #;<=>?@
ABCDEFGHIJK<LEMJ#$ NO
PPQRST-UVWXY#&:Y#;Z
[\]^_`abcde456Je56f
ghJe56ijk1@l_mno

pqrBCst8uvwxyz{-|
}~�����@l����BC&:�
��X��%���@l��&:#;��
��j� �#�<������bM�

$%&'!()*+"

UVWXY#Z<����-��Y#
;� ��BC-d¡DE¢=�¢��¢£
¤�p¥¢Cw�X�-¦§¨�X��

#�©� ��BCª«BC¢¬�
#��®¯°W±�²�±³´� ��µ¶·
p̧ ¹�- ���Uº:�4;»��¼½L-
º¤��µº#¾¿��LÀÁZ»-ÂÃÄ
Å1Ä#;DEWÆpÇeÇ�ÈÉo¨ÊË½
ÌÍÎÏÐWÆÈÑÒÓ7=�� ��WÆ
LBÔ�#;Õµ=�iÖ<�Ó×=rØÙ
�� ��X�ÚÛo%"&!:-#�78¢Ü
ÝÞpßµ=BC#à�-áâ-ãÓ� ! äß
µ=ÈÑåÚ-æç#à78Ë¢6q�¼½
Þpèéêë�ÈÑ5ì�

#�íîLï@ð¹�%-ñ�Ë��
WÆLLïB#J§òB#¯óôB#p¥
¤½õ��B#õö-÷øpùÈúûB#-
üýþÿ!4�_��LB#À"-#$p%
&�®J'Û�®Jk1()�_]*+a,

--¢Ç.$��WÆLB#/0� 1¡N
aZpL�����á2_LïB#34-±
5L�Ä� ��WÆLÿ(ÿ6-77þ
ÿ,--89:;Ë¢Ü<�=½>pL�
���B#?@ABC5ÏDE� FGHIL
ïÙJû6n6@lBC7�K]BÔ_
LM-NOË½P�h_WÆ¯4� QR
ÏDB#_p��LBÔ�� S:-#�TU
VWÜp¥¢Cw�XIYZ[\]¤�

,-./0*12

]:^-UVWX_#`ab4BCc
d-�� ��BCFRËe`a¡� ZW
 fgBCJk1@lhìijkBC¯X
Il/BC�@m�_p�� ' @A�_#
;��BC4ndãopDEË &( :-Q
)* !wÁÃÄqprÄ)6ÿsû�pt&u
vwØ4Sx�y@Aåz`a§On6@
lBC¢{|q&:���@l}é~��
õöº:�� ((** �"#;��qm�pK
��&� ���_óô4�õ� BCn

d-#�óôpKÌü��®8�¬ +*,�
�t�Q�4Sx56ijk1@l

� ��#;·�-#�:&û½�Nû4
� p¥û�§���-��WÆ#�{|¢
õ#;� @ABCDEZ^-#����·
�4;»��BC�½L + �qDE456
78 !- 9:@A�G .+ �Á-{|#; .
!�wq¢õ���Z»�üºw�ö½ä
#;Å�-Z@AÅ17d-Ä#;ÇeÇ
DE4� #��# /&- ��Á�

±��#àHI±L#ùÏDij-Ø
BCcdc�»_�b4� WÄ¡$ù##
à#;h=L¢KhL &--�ä- Ø#àK
f£¤¥»¦¾§¨q©ªBÄ«fX�#à
©¬_ 0( ®p#�4� �Z #( 7dØ
Kf£¤¥o¯q°±Ä�ø#à©Ìü�Ø
Lï»Jh²³Ø§´µq¶°#àtº½ä
#;h=�·®J�¸¤J�¹ºJ�»UPP

3456789:

1& / /- z-UVWX_#¼6p½¾¿

ìJÀ�xy�UWÁÂFG1� ¢6ÝPÃ
_:dBÔå'JUVWX_#¡Ä#àÅ
Æ¡óþÿCwBÔå'-ÝPp¢6h�
X�ÂÇÌü� �Cb�]¤¡#öhÌ
ü-ÈºÌü�� &/ :_pÔÉ2Ê�ËÌ
ÍÔ- ÎÏ &! :Ð�#;ÑDÒÓÔÕ_
p�ÖN×=� ËØÙÍÔy½P9ûõ
¯äwÚÛ_ÜÝÞ�G- O� &2** ]"
Ô;ßàáa�

FGâãJ�CJävÚÛ-§î·åÚ
Û_ÁÂ�%-æUVWX_#DE_#;
��BC_çè¸é� Q:^-#�9êN
O:¢6ëìBÔíîîJ¢6p(»(ï
ð&:�ñò¡Jp56ðw�óôõyÔ;
ÚÛ� h_.ö_Z^-#�p56_#;L
s÷ø�½ùNO�

·å_ÚÛëÆúaw� #�º:DE
ÔÉ2ÊJB#ûüýJ.þÕ�=¯Ôç
.þ_#;yUä-DE]ðÿJ]!ÁJ8
õd_�¸� @ABC¾T-#�NO_~
"G&#$;y%·_9&ÍÔ¯Þ'(
�pB)*_��LBÔ�_+,-ÍÔ-¶
¤]@.�õ�¸/ÿê- g;Ë012
3-½4áaË&:#;-0_BÔ5ßà
BC� #�6½¦¾78ç9:"�;<�
ÄØ�_#;=>¿ìxy-¸?#�êë
@t� !!"#$!

3 3 3 3!"#$%!&'()*+,-.
/0123456789:;<=>
?@ABCD%EFGHIJ"KLM
N2OPQRS$"T56789:
;<UVWX!%!YZ[\B]^%
_)*`a!bcdef#g8h$ij
$$klm%E%n)*Mo!pqfr
stuv>$)!wx&y6z{$|}
~�$��}�%��4&26N�%4
%_)*��!���f��kl' �
�7��������!���%n)
*4��H78"

! " # $ % &
!!!"#$%&'()*+,-./0*1234567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9月15日，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总
监、 党委副书记丁诚来到湖南卫视舞蹈创
编竞技节目《舞蹈风暴》首录的现场。观看
十几分钟后，他向录制人员喊了“暂停”。

“我们不是为了综艺而综艺，更不是
为了秀而秀，我们要做的是挖掘，放大舞
蹈艺术的最有感染力的瞬间，加上评委的
聚焦解读，给观众高品质的美好体验。”丁
诚要求放大节目的“风暴时刻”———这是
一个用特殊技术360度极致呈现舞蹈动作
之美的核心环节。这个理念，也促成了《舞
蹈风暴》的好口碑和高收视。

“我叫丁诚，就是‘盯’着你们的政治
意识要到位，品质意识要到位，创新意识
要到位，‘盯’着你们把作品做成，做好。”

擦亮党媒属性，捍卫宣传阵地

“稳准狠”，湖南卫视总编室主任周
海用3个字形容丁诚的工作风格：导向把
握和政治定力稳、 创新方向和业务判断
准、落实执行和自我要求狠。

丁诚认为，以守正促创新，以创新强
守正，担当媒体责任，引领年轻文化，正
是近年来湖南卫视取得骄人成绩的思想
基石。他要求湖南卫视从编排、创新、制
作到宣发，全线盯守意识形态阵地，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意识形态责
任制必须要摆在绝对首要位置。”丁诚如
是说，如是做。

《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
典》《新时代学习大会》《连线红土地》《我
的青春在丝路3》《思想的田野》《时光的旋
律（二）·为祖国歌唱》……一系列有担当、

树新风、立标杆的佳作相继在湖南卫视推
出，用实际行动共振时代，传递温暖正能
量，观众纷纷给予好评，社会反响热烈。

“弘扬主流价值观导向，传播社会正
能量是媒体与生俱来的责任和担当。”丁
诚表示， 湖南卫视的政治担当就是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持“新闻立台”，确保
社会效益始终摆在第一位。

创新机制改革，激发高效生产力

时光回到2017年。
这年年中 ，41岁的丁诚从芒果

TVCEO调任到湖南卫视担任总监一
职， 成为中国一线卫视里最年轻的掌门
人， 一肩挑起湖南卫视的创新发展责任
和媒体融合责任。此前，丁诚全面改革芒
果TV的运营体系，短短两年，芒果TV风
生水起，入列新媒体视频平台第一方阵。
丁诚此番被回调到湖南卫视， 是湖南广
电希望借助他运营新老媒体的双重经
验，布局媒体深度融合。

上任之初， 湖南卫视正面临传统电
视普遍遭遇的困境， 蓄势待发的新媒体
芒果TV也“嗷嗷待哺”。为激活团队创新
力和生产力，打破人财物的分配惯性，丁
诚连推3项机制改革举措：

打破员工的身份藩篱，一个标准，只
论贡献，不论年限；破除团队“等靠要”思
想，力推工作室制度，形成团队竞争。自
2018年1月以来， 湖南卫视相继成立12
个工作室， 占卫视整体团队员工数的
55%， 这些工作室的自办节目占湖南卫
视频道节目的70%， 赢得超过85%的频
道营收；为专业人才建立专业双通道，为
宝贵的创作人才建立职业通道。

这番改革成效显著， 湖南卫视的士
气和效率焕然一新。3个导演办公区的
20余个策划室，常年要排队预定，深夜
零点后还经常爆满， 马栏山附近的咖啡
厅、 茶餐厅经常挤满了讨论创新方案的

湖南卫视导演。
湖南卫视节目制作中心主任黄宏

彦将丁诚比喻成一台随时轰隆作响的
高效智能推土机，“他不容许观望，敷衍，
推诿，雷厉风行，令行禁止。”

实现多维突破，建立新时代
电视生态

“视频行业的竞争，光有手艺是不
够的，这不是靠几个优秀电视‘匠人’就
能托举一个平台的时代，也不是一个光
靠创意就能制霸市场的时代了。” 丁诚
鼓励湖南卫视全平台大胆地进行内容
创新、管理创新和运营创新的探索。

从2017年年末，至今年10月，湖南
卫视先后开展16轮“飙计划”，共收到提
案1182个， 数十个创新项目正式上档，
打造了“我家那”系列、《声临其境》《声
入人心》《舞蹈风暴》《嗨唱转起来》等多
个创新节目。

除了内容突破，丁诚还积极推动对
外合作，努力突破资源圈层。比如打通
电影和音乐，合作推出了《幻乐之城》；
打通芒果TV，合作播出了《我是大侦探》
等优质节目；打通全球才艺资源，和英
国FREMANTLE共研制作《巅峰之路》；
湖南卫视原创节目《声临其境》被推上
戛纳电视节；荷兰ESG、日本NTV、英国
FREMANTLE、韩国JTBC公司相继成
为湖南卫视研发合作伙伴……

“在互联网时代，湖南卫视不能死守
传统电视的一亩三分地，必须通过媒体融
合找机会、盘资源，迭代运营思维。”丁诚
坦言， 湖南卫视必须刷新自己的定位，深
度融合新媒体，重构自己的价值链。

“在我看来，所谓担当，就是要有对
大局、对未来负责的决心。”丁诚透露，
湖南卫视正在酝酿一揽子计划，致力于
在可见的未来、 在全域全媒范围内，建
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电视生态。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欧阳友忠

“欧阳投递员，给我订一份《湖南日报》。”11月
23日，宁远县九嶷山瑶族乡邮递员欧阳成军刚要
起身离开，被紫江村党支部书记秦维东拉住，要求
征订一份《湖南日报》。

秦维东说，读报让他尝到甜头，他每年坚持订
阅《湖南日报》。他说，紫江村曾经是贫困村，村里
依靠《湖南日报》传递的政策、信息，争取到了上级
支持，发展旅游产业，改变了瑶乡落后的面貌。如
今，全村发展黑山羊、藏香猪、土鸡、石蛙养殖等产
业，走上了致富路。

“今年，九嶷山瑶族乡订报热情高，谋划早，目
前， 已有3位村党支部书记下了订单。” 欧阳成军
说。

欧阳成军说的3位村支书，还有上洞村党支部
书记梁成全、大山塘村党支部书记蒋安阳。他们都

是当了多年的老支书。
当天下午，上洞村综合服务中心，梁成全戴着一

副老花镜，仔细阅读《湖南日报》。他摘下眼镜，笑呵
呵地说：“《湖南日报》是党报，权威性强、信息又快，
国家大事、政策形势都有。”梁成全介绍，全村读报风
气浓，除了集体订报，还有不少村民自发订报。

大山塘村党支部书记蒋安阳也爱看报， 尤其爱
看时事新闻、经验介绍。蒋安阳当村党支部书记已有
9年，有段时间将《湖南日报》的投递地址改到家里。
蒋安阳决定今年自己订一份《湖南日报》，他说，公私
分明，订报也要遵守廉政纪律规定，私人订报不花公
家的钱。

据了解，九嶷山瑶族乡报刊征订年年抓得早，每
年超额完成《湖南日报》发行任务，今年结合正在开
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乡党委、村委
会带头，提前发动村民订报，目前已落实报刊征订经
费2万余元。

再塑湖南卫视的核心竞争优势
———记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总监、党委副书记丁诚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瑶乡三支书，早早订党报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科教新报记者 姚瑶）
11月24日上午8时30分，首届“邮政杯”湖南日报
朗读者大赛总决赛大幕开启，全省14个分赛场决
赛视频录制同步启动，近400名选手争当“湖南日
报金话筒”，通过朗读传递催人上进的精神力量。

在山区支教时，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的朱
煦冰看到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朗读《湖南日报》
的文章，了解到本次大赛。“《湖南日报》的文章有
高度、有深度、有温度，让人增长见识，引人思考。”
朱煦冰说，在树达学院，读《湖南日报》已成为师生
们汲取精神养料的重要方式。

本次大赛由湖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指
导，湖南日报社、共青团湖南省委、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共同主办， 于今年6月20日启

动，吸引了全省200多所学校50多万人参与，影响近
2000万人。

“这种传播优秀文化、传承爱国精神的活动值得
推广。”永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雷小锋介绍，该县中
小学生每天朗读《湖南日报》10分钟，朗读水平和语
文成绩都提高了。

据了解，视频录制完成后，专家评委团将对所有
视频进行综合评分，评选出“湖南日报金话筒”10名、
“湖南日报银话筒”20名、“湖南日报铜话筒”30名、
“湖南日报杰出朗读者”40名。 并通过网络投票的方
式，在前60名获奖选手中选出10名“湖南日报最优
传播之星”。“湖南日报最优传播之星”将有机会参与
《湖南日报》音频版录制，成为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
形象代言人。12月将举行颁奖典礼。

朗读有力量
首届“邮政杯”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总决赛开赛

11月24日，长沙市湘江北路江湾路
口， 人行天桥桥面主体以及限高杆已吊
装到位。 该路口紧邻开福区清水塘江湾
小学，该校有近1200名学生家住路对面
的湘江世纪城。8月底，开福区启动人行
天桥建设，以保障学生和居民过街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架设平安桥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欧金玉 王德和)又到
党报党刊订报季，湖南农业大学连续10年将《湖
南日报》订到班级和基层党组织的做法，得到了省
委宣传部领导的肯定。近年来，省委教育工委高度
重视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每年都要召开省直高校
党报发行会议， 开展督导考核，2019年共计完成
《湖南日报》4856份，完成121.4%。省直各高校将
党报党刊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 积极开
展订党报、读党报活动。

湖南农业大学采取过硬措施推进党报党刊订
阅工作。在经费预算中明确列支《人民日报》《湖南
日报》等主要党报党刊订阅的专项经费，实行“学
校、院处及个人共同承担”的原则，业务性报刊和
行业性报刊由需要者自行订阅。 学校经费主要为
院士、校领导、各二级党组织、全日制本专科学生
班级、校学生会、学社联、院团委和学生会、研究生
团委和学生会订阅《人民日报》《湖南日报》《求是》

《新湘评论》等重要的党报党刊。规定学校现有的全
日制本专科班必须订阅《湖南日报》。要求个人或班
级在每周四下午通过自学、支部学习、班团会等形式
积极阅读《湖南日报》，增强对政策理论的学习深度、
知晓程度、贯彻力度。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湘潭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都主动将《湖南日报》 等党报党刊征订到班
级，并将读党报用党报活动贯穿到教学实践中来。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读报用报蔚然成
风。《人民日报》《湖南日报》 等主要党报党刊成为教
师和学生手中的抢手货。学院各处都摆放了《湖南日
报》等党报党刊。学生们利用茶余饭后、下课时间来
读党报，从中汲取“营养”。

此外，湖南省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湖南
都市职业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积极
参与读党报用党报活动。 短短5个多月时间， 全省
200多所学校，50多万人参加了活动。

省直高校订党报、读党报风气渐浓

———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