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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有容乃大 深融致远
———聚焦中国新媒体大会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2019年是媒体融合发展的第六年， 也是
中国新闻奖设立媒体融合奖的第二年。 在11
月29日举行的2019中国新媒体大会“融合发
展中的内容创新创优”分论坛上，中国新闻奖
媒体融合奖项评委、 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党
委书记曾祥敏， 盘点了今年媒体融合奖项评
奖整体情况。

曾祥敏指出，不同于首届媒体融合奖，本
届获奖作品在移动直播、AR、VR等许多技术
玩法都已经出现融合，在产品凝练、创意交互
上有了进一步探索，许多作品在深入基层、扎
实报道的基础上，融入了新技术、新手段，体
现了主流媒体在“四力”上的凝练已经有了突
破发展。

曾祥敏说，作为新闻媒体界最高奖，第29
届媒体融合奖入选作品， 紧紧围绕2018年新

闻舆论工作重点，例如改革开放40年、全国两
会、脱贫攻坚、港珠澳大桥等，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作品关注重大主题的同时， 聚焦关注平
凡人物，展示了家国情怀。

曾祥敏总结获奖作品展现了主题立意多
向度操作的方向。一是时政主题“软”做，凝练
主题出发点，寻求情感共鸣点；二是民生话题
“巧”做，小人物做出大情怀、大出彩；三是突
发报道“深”做，挖掘事实真相；四是舆论监督
“实”做，抓实真问题推动问题解决。

此次媒体融合奖， 中央级媒体继续在理
念、技术、创意上起到引领作用，获奖作品都
是爆款。曾祥敏认为，创意成为新媒体产品创
新的主要增长点，原创是融合奖鼓励的方向，
例如一等奖作品《幸福照相馆》，以团圆为主
题，全家福照片为互动形式，用户上传自己和
家人的单人照片， 一键式操作就可以形成不
同年代的全家福， 把改革开放融于简洁的创
意当中。

相比首届媒体融合奖， 此届获奖的地方
媒体作品有明显增加。曾祥敏分析，地方主流
媒体要做出好作品， 还需要在为本土本乡服
务和关注国计民生上多下功夫。

曾祥敏指出， 本届媒体融合奖在技术和
形式上并没有特别惊艳的地方， 从提交的作
品来看，短视频和H5还是占大多数，但有不少
作品采取了全媒体线上线下共振的形式，比
如《时光博物馆》就是通过网上网下的交互体
验进行。 许多参评作品缺乏叙事的完整度和
深度，尤其是对新闻度的发掘乏善可陈；有一
些作品又过于简单化， 把传统的文字和视频
进行简单的转化， 缺乏化学的融合， 只有躯
壳，没有实质。

曾祥敏提出，媒体融合不是目的，而是手
段，最终目的是建立全媒体主流体系。媒体应
在加强原创、融合思维、碎片思维、极致思维、
社会思维上多下功夫， 推动媒体融合向深度
突破。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王为薇 刘瀚潞

宋建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
导）：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目的， 是建设一
个能够触达人民群众的平台， 其核心要务是
把用户找到。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能不能达
到2.0阶段的标志， 主要是看它是否构建了完
善的本地服务系统。

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执
行院长）：

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要建设中央厨房系
统，还要打造一个政治沟通、社会整合 、民生

服务、危机化解、文化黏合的功能矩阵系统。

尹韵公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院长）：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一项投资小、效益大、
性价比高的政治工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能
进一步提升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通治理
体系的“毛细血管”，使整个系统形成良好循环。

周露（郴州市永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借助 “新湖南云 ”技术平台 ，永兴县将

县域范围内的水电气等便民服务项目接入
“新永兴 ”客户端 ，不断丰富 “新闻+”内涵 ，
延长产业链条增加经营收入 ， 目前已可办

理政务和便民服务事项167项 。

王飞（江西省共青城市融媒体中心总编辑）：
共青城市融媒体中心抓住“本土”“信息”

“服务”“互动”等关键词，重点打造信息资讯、
生活服务和互动平台， 以实用化的生活服务
增强了用户黏度和用户活跃度。

张敏（福建省尤溪县融媒体中心主任）：
尤溪致力于做领导满意、 百姓喜欢的节

目；实现一栏目一特色一品牌；开展电视大赛
等平民化活动； 实行小团队运行、 扁平化管
理；依托“智慧尤溪”APP实行“融媒体+产业”
的运营模式。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9月12日，以“新时代的中国：创新湖
南 融入世界”为主题的外交部湖南全球推
介活动在京成功举办。

这是一场融媒体聚合发力、 大平台联
合推介的宣传主动仗， 湖南话题刷屏互联
网、湖南故事蜚声海内外、湖南形象惊艳全
世界。据外交部统计数据显示，全网信息量
达220万余条，总曝光量超90亿人次，创造
了历次全球推介活动传播数据的最高峰
值，被誉为融媒体时代一个“现象级”的传
播样本。

展现湖南70年发展的巨大
成就和变化

湖南70年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变化，是
做好宣传推介的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 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重要指示要
求，取得了巨大成就，三湘大地日新月异、
翻天覆地的变化， 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强烈
共鸣和情感认同， 极大激发起广大网民参
与推介家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代伟人、一粒种子、一个样板、一列
动车的故事振奋人心， 创新湖南、 开放湖
南、生态湖南、文化湖南的成就令人鼓舞。
尤其是今年以来，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
会、中非经贸博览会、世界计算机大会等盛
事不断、喜事连连，湖南一直是舆论关注的
热点， 这为湖南全球推介活动奠定了良好
的舆论基础。

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宣传期间，
我省的融媒体“爆款”不断涌现。由湖南广
电制作的推介会主题宣传片《创新湖南 融
入世界》全面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湖南
发展的巨大成就，用“8分钟”让湖南惊艳
全世界；湖南日报新媒体推出的长图《为何
王毅外长说湖南这场全球推介活动“具有
特殊意义”》《图解：八国驻华大使，一人一
句挺湖南》及电子书《杜家毫：创新湖南 融
入世界》《许达哲：蝶变，创新开放的湖南》
等作品，打造了一系列热词金句；红网、新
湖南、湖南经视、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等
省直媒体推出了《湖南秘境 五星竞猜》
《VR看湖南》《切瓜、倒酒、热舞，辣么不一
样的“钢铁侠”》《湘菜·灵魂问答》等融媒体
作品，工程机械之都、互联网湘军以及湖南
美景美食刷屏网络。

显现湖南新闻媒体的强大
影响力、引导力

湖南强大的传播体系和传播能力，是
做好宣传报道的重要保障。

湖南是传媒大省， 拥有一批具有强大
影响力、引导力的新闻媒体。湖南卫视的收
视率和影响力长期稳居全国省级卫视第
一，芒果TV是全国用户规模最大的国有控
股视频网站，红网、华声在线的影响力均居

全国前列， 特别是网信系统在全国率先建
立了省市县三级政务微博、 媒体微博传播
矩阵，3000家政务微博和500多个媒体微
博同声连气，调动庞大的网民队伍参与，凝
聚起同心协力、奋斗进取的磅礴力量。

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 形成了人
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流媒
体及其“两微一端”权威推介，湖南日报、湖
南卫视、芒果TV、红网、华声在线、新湖南、
湘伴等省直媒体以及14个市州100多家媒
体全面出动，新浪、腾讯、今日头条、抖音、
一点资讯等商业媒体倾力助阵， 外交部及
我驻176个国家及地区的265家外交机构
平台主动发布，亚太、欧美、非洲等40多个
国家500多家媒体广泛关注、 广大网民积
极参与的全方位、 多层次、 多声部传播格
局。

这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报道， 也引发了
2000多万网民互动和热议，推动湖南话题
几乎天天上新浪热搜榜。 国内舆论溢出效
应明显。亚太、欧美40多个国家540多家主
流媒体和行业媒体对推介会进行了报道，
韩国、新加坡、老挝、埃及、乌干达等7个国
家媒体专题专版推介湖南，英、美等国的湖
南同乡会分别自发举行“创新湖南 融入世
界” 侨界推介会， 并通过当地媒体宣传湖
南。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全球推介活动的海
外影响人群达3亿。

体现湖南新闻人精益求精、
吃苦霸蛮的精神

全省新闻战线强大的原创能力、 敢打
硬仗的吃苦精神， 是做好宣传报道的重要
支撑。

我省新闻队伍素以原创力强、 善打硬
仗而闻名。 这次推介会好评如潮的展览和
宣传片，就是湖南新闻人精益求精、吃苦霸
蛮创作的精品。从宣传部门到媒体单位，从
融媒体平台到自媒体从业者， 全省新闻战
线发扬“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硬仗”
的精神，不舍昼夜、不辞辛劳、不计得失，全
身心投入到这次推介活动的宣传报道之
中，同心协力、各尽其能、各展其长，凝聚起
强大工作合力，为讲好湖南故事、展示湖南
形象，交出了一份出新出彩的答卷。

此次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 呈现
湖南科技创新、人文历史、美景美食等方面
的独特魅力，在情感上引发共鸣，吸引网友
积极参与，传递正能量。在论坛、微博、微
信、抖音等互动舆论场，湖南70年发展取
得的巨大成就引发了广大网民的互动与热
议。红网论坛、华声论坛相关帖文，网民点
击超过3亿次，回帖8万多条。

网友纷纷发帖表示：“湖南的人才，如
洞庭湖的水量，湖南人的能量，如湘江的流
水，湖南人的情感，如岳麓山的胸怀，湖南
的发展，如南车生产的高铁，湖南的未来，
如环境优良的蓝天。”“聚光灯下的湖南，正
以满满的自信，在新时代中部崛起、开放发
展的道路上昂首阔步，祝福湖南！”

融媒体时代
对外传播的“湖南样本”
———我省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综述之五

■专家观点

媒体融合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论坛金句 县级融媒体要建成“功能矩阵系统”

11月29日，2019中国
新媒体大会主体活动之
一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与发展专题研讨”在长
沙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田超 摄影报道

探讨县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与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为早日在热带荒漠上培育出经济林，
11月18日，王森在巴基斯坦用两包方便面过
了47岁生日。他大学学的果树专业，硕士、博
士攻读森林培育和经济林方向， 教书在林学
院。在教书育人外，能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惠及
省内外甚至“一带一路”国家，王森倍感幸福。

专家说南方产不了好枣，他
不信这个邪

“你看，它开花了！”11月28日，在外奔波了
半个月的王森回到办公室，马上奔向花钵里的
中秋酥脆枣苗。和中秋酥脆枣“纠缠”15年，让
王森从一名博士成长为全国知名的“枣教授”。

自2005年起， 王森就被国家林业局、省
委组织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以“科技特派
员”的身份多次派往祁东县，在紫色页岩石漠
化地区解决该县枣产业问题。

北方的枣个大味甜， 很多专家认为南方
产不了好枣也不必育枣。 王森不信这个邪。

“科技特派员就是特别派去用科学知识攻坚
克难的！”他先是和导师谢碧霞教授为祁东培
育出了中秋酥脆枣新品种， 但枣树花期与梅
雨季节重叠，坐不了果。好不容易探明了亚热

带地区木质化枣吊的结果机理， 一些枣专家
不认可。从每年的4月枣树萌芽到11月枣叶脱
落，每周王森都要指导学生采集数据，实验材
料上不了火车， 就开车来回七八个小时送过
去。 经历漫长枯燥的科研实验， 王森发明了

“亚热带枣树坐果剂”等专利，解决了我省鲜
食枣坐果率低、裂果严重两大产业瓶颈。

2016年，王森发布《南方鲜食枣栽培技术
规程》国家林业行业标准，让长江流域以南第
一次有了枣树栽培技术规程。中秋酥脆枣成为
祁东的农业支柱产业，又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称号。2018年，由王森主持的“南方鲜食
枣木质化枣吊结果与促成技术”获得梁希林业
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中国经济林协会枣分会
会长刘孟军教授带领全国枣树专家到祁东考
察后，将下阶段中国枣产业发展方向由“枣树
进疆”微调为“枣树进疆南下”。2019年，王森
选育的新品种、新技术已应用在南方多省，发
展枣树示范园20万亩，年增加产值10亿余元。

200万亩核桃树开不了花，他
迎难而上

广西的河池市属于喀斯特石漠化地区，
为了早日脱贫致富， 当地种植了200多万亩
核桃树，但就是开不了花。当地政府找了很多

院校和专家， 但都认为河池根本就不适宜种
核桃，个个知难而止。2015年，河池市核桃办
前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求助。

“如果不能为产业解决实际问题，国家办
林业大学还有什么意义？”学校的老书记李去
惑教授对王森讲，“干吧，不干不创，永远不可
能成功，有风险就我们两个担着吧。”一老一
少走进了广西河池市的大石山区。 在仔细调
查和分析的基础上， 建议改从四川引进核桃
品种。 但当地林业局局长将信将疑：“你们自
己先干一片试试！”

2017年春节， 王森告别妻儿到河池，元
宵节后开始建立示范园。但两个月过去，引种
嫁接的枣树成活率只有65%。河池200多万亩
核桃园“盯”着这个示范园，示范园的责任沉
甸甸地压在了王森肩上。如果失败了，怎么面
对河池的父老乡亲？王森夜不能寐。

但责任感终究战胜了失败的恐惧。 王森
制定出每月的技术方案， 并手把手指导工人
涂白、施肥、除草、修剪、喷坐果剂。为了验证
品种与技术是否有效， 王森对两个代表品种
分别跟踪。2019年春天，100亩示范园里，核
桃树上开满了像小核桃似的花朵。

核桃开花问题解决了， 河池市的核桃产
业迎来了曙光。 今年10月， 示范园收获了核

桃，不过结果量尚不理想。王森表示，有信心
打好这场保果技术的“攻坚战”。

努力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去”
2018年9月， 王森受邀前往巴基斯坦瓜

达尔港做港区生态建设咨询。 看到港口附近
一望无际的荒漠，王森寻思着：热带干旱荒漠
的经济林研究在中国还是空白， 能否把中国
的生态经济林扶贫模式在瓜达尔复制呢？

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和育林控股
有限公司极力支持，并签署了共同筹建“中巴
瓜达尔地区热带干旱经济植物联合重点实验
室”的协议书。冒着酷暑，在4名荷枪实弹的巴
基斯坦警察的护卫下，王森与张赛阳博士、付
国赞教授一起对椰枣、圣冠枣、人心果、牛角
瓜等500余种当地植物拍了照。

科研的阻力不小。 不少植物超出了王森
先前的认知系统， 反复跟巴基斯坦和国内植
物学家联系后，王森终于撰写了30余万字的
《中巴经济走廊瓜达尔地区热带干旱经济植
物图志》一书，育林控股也开始了1500平方
米的组培室建设工作。

申报国家工程技术实验室的指标少，评
审困难，验收也困难。为了求得巴方的支持，
2019年11月16日，王森辗转多趟飞机见到中
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王志华参赞， 寻求支持
在巴寻找最好的大学合作。11月21日，在瓜达
尔，由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牵头，和中国海外港
口控股有限公司及育林控股有限公司三方签
订了联合建设“一带一路热带干旱经济植物
重点实验室”的战略框架协议。

11月28日，马不停蹄的王森回到了学校，
他又在操心着组织团队的事。“工作艰苦，能
不能出成果？出了成果，对国内产业能否有支
持？一切未知。”但王森相信，有担当才能有作
为，奋斗才能成功。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攻坚克难，科技惠及异国他乡
———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教授、博导王森

要 闻
湖南日报11月29日

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周闯）强化中小学知识产
权教育，推进知识产权强
省建设。11月28日召开的
全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
育工作研讨会传出消息：
全省先后有6所学校获批
全国知识产权教育试点
校，1所学校获批全国示
范校；全省评选出三批共
计60所省级知识产权教
育试点校，10所学校获批
全省示范校。

在中小学进行知识
产权价值观培养，将影响
未来全社会公民的知识
产权意识。湖南2016年启
动全省中小学知识产权
教育试点示范工作，各试
点学校加强知识产权知
识与各学科的课程有机
融合， 发挥辐射带动作
用，推动形成“教育一个
学生， 影响一个家庭，带
动整个社会” 的良好局
面。目前全省有从事知识
产权教育的专兼职教师
逾300人，接受知识产权
教育的中小学生逾10万
人。

本次研讨会由湖南
省市场监管局主办。 全国首批示范校、全
国第四批试点校、全省首批示范校和全省
第三批试点校共计33所学校，在研讨会上
获得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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