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6 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杨诚

湖南日报记者 李婷婷

打造顶尖创作者分享盛典，共襄媒体融
合创新盛举。11月19日下午，2020中国新媒
体大会“内容创新创优”分论坛在长沙马栏山
拉开帷幕。

论坛聚焦中国新闻奖媒体融合奖项获奖
作品创作经验，发布中国新媒体战“疫”十大
精品案例，专家深刻剖析，主创深入分享，精
品深度示范，揭示创新路径、探寻创优规律，
助力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优质
内容产能，助推新媒体保持内容定力、提升内
容质量。

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刘正荣，新华社原副
社长、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顾问周锡
生，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兢，中
宣部新闻局副局长叶文平出席论坛。本次分
论坛由中国记协、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
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湖南省记协、湖南省
新媒体协会主办，湖南日报社承办。

新媒体时代，“国奖”爆款是
如何打造的？

守正为本、融合为先、创新为魂、践行“四
力”。从内容创新向着用户连接创新迈进，从
报道创新转向定制产品创新，从爆款产品开

发转向品牌集群开发，近年来，全国各地各新
闻单位在媒体融合创新发展的实践征程中成
长壮大，写下媒体融合发展的“中国答卷”。

分论坛上，第30届中国新闻奖媒体融合奖
项特别奖、一等奖获奖作品主创，现场分享创作
经验和体会，揭示创新路径、探寻创优规律。

作为“内容创新创优”分论坛的重磅环
节，本次论坛邀请了《中国 24 小时》《新中国
密码：15665,611612！》等10件中国新闻奖特
别奖及一等奖作品主创人员进行现场分享，
旨在展示媒体在理念、形式、方法、手段等方
面创新的作品，特别是在内容方面体现新时
代特征的优秀新闻作品。

给你一组数字，15665，611612你会联想
到什么？它既是一串密码，也是一段旋律，《新
中国密码：15665,611612！》一经推出，便在全
网形成刷屏之效，海内外总播放量超过 7 亿
次。经济日报的新媒体团队采取数据新闻可
视化手段，用数据讲故事，从故事读数据，鲜
活呈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辉煌成就。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民日报客
户端推出系列微视频《中国24小时》，以1天
为维度、1小时为刻度，以24小时里的时间演
进为逻辑主线，以系列化的形态架构起新中
国成立70年来的整体风貌。《“中国24小时”
系列微视频》每一帧都是屏保、每一帧都有力
量，带你领略中国的山河魅力。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论述
首倡地，十八洞村如何做到脱贫之后确保不
返贫？湖南日报社新湖南客户端拍摄制作的

《十八洞村龙金彪的VLOG丨脱贫之后》，以
持续关注4年的十八洞村年轻村民龙金彪脱
贫后的故事为切入点，融合Vlog、动画、手绘
的多种新媒体手段，讲述十八洞村脱贫后确
保不返贫且一起致富奔小康的故事，以小见
大，既带着浓浓的泥土味又极具“网感”，展现
媒体人的责任和担当。

圆桌论坛，一场媒体融合创新
的巅峰头脑风暴

在“创新创优内容 做实做强传播”主题
圆桌论坛环节，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
顾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主任
汪文斌，新华日报社总编辑顾雷鸣，四川日报
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李鹏，北京字节
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媒体合作总经
理郎峰蔚现场对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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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书记曾祥敏主持论坛。与会人员共同见证
一场来自传媒界大咖的有关媒体融合创新的
巅峰头脑风暴。

汪文斌表示，主流媒体最大优势是内容
优势，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内容资源优

势转化为平台优势。“我认为首先要转场，把
向传统媒体配置资源为主，转化为向新媒体
的新平台配置资源为主。第二是转化，要将传
统的话语表达方式，转变为新兴话语表达方
式。把传统的优质IP进行融媒体改造，让年青
一代移动端的用户能够接受和喜爱。”

顾雷鸣认为，媒体的创新创优和精品生
产是媒体最硬核的竞争力。“最近，我们组织
结构进行了重组和调整：编委会主要负责重
大主题，围绕重大主题调动调集整个集团报
社的力量进行策划；采访部门精耕专业，加强
民生热点策划。顾雷鸣介绍，通过采编联动会
机制，打通两级策划，让媒体创新创优的潜力
进一步释放出来。

李鹏认为，现在重点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需要在技术和内容的融合上做好文章。“我深
刻感受到推进媒体融合的难点是体制机制的
创新，我们要把主力军强力挺进互联网的主
阵地主战场。互联网从生产到传播，和传统媒
体是完全不一样的，要在整个体制上跟进。”

郎峰蔚说，每天在奔跑中做加法：在技术
上做加法，在内容上做加法，不断做创作者的
加法。“我们做了媒体+，不仅仅增加了媒体家
数，更重要是增加了媒体矩阵的数量。媒体全
部在做内容的百科全书，我们期待更多的以
媒体为核心的专业者，能够用不同垂直类创
作丰富我们的内容。”

“国奖”爆款如何打造？顶尖创作者共谈融合创新
——中国新媒体大会“内容创新创优”分论坛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为

11月18日，在“全世界离白鹤最近的地方”——南
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2020全球候鸟跟踪守护行动组
遇到一个与藕为邻、与鹤相伴的女子。

4年来，她为白鹤奔走呼号，顽强守护着白鹤赖以
生存的生态环境。

这个女子叫周海燕，网名“丫丫”，曾任江西卫视主
持人，如今的头衔是江西候鸟保护志愿者、南昌五星白
鹤保护小区创始人。她说：“我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过去已经离我很遥远。”

2013 年，周海燕迷上了拍摄白鹤。一天，她来到
鄱阳湖畔五星垦殖场一块藕田边，望见 100 多只白鹤
在空中盘旋，发出清亮鸣叫，被彻底震撼。“站在田埂
上，拍摄设备一摆好，就呆掉了，莫名其妙开始流
泪。”她说。

2016 年鄱阳湖出现 10 年一遇的夏汛，2000 多只
白鹤找不到吃的，被逼到藕田里，几乎把藕吃到绝收。
藕农决定放弃种藕。

周海燕和其他志愿者急了：如果不种藕，鹤吃什
么？

几经思量，2017年春，江西省内外志愿者发起“留
住白鹤”行动，各地摄影师众筹资金，周海燕则开始承
包藕田种藕，为白鹤建起一个“人工食塘”。周海燕说：

“从此，我就变成了一个藕农。”
在与鄱阳湖一堤之隔的五星白鹤保护小区里，建

了一栋简易板房。每年有大半时间，周海燕住在这里种
藕、管理农田、等待白鹤归来，接待各地前来观鹤的鸟
友。她的摄影水平不逊色于专业摄影师。板房内墙壁
上，挂满有关白鹤的摄影作品，其中很多出自“丫丫”之
手。

周海燕镜头下的白鹤，多以孤傲独立的姿态出现
在纯净背景中：巨大的白色翅膀如花绽放，纤细的长腿
优雅立于镜子般水面——她在以一个女性的独特视
角，展示天使之美。

当年临时起意承包的 300 亩藕田，如今已成为国
内首个民间白鹤保护地——五星白鹤保护小区，被中
国绿发会授予“中华白鹤保护地”称号，被中国野保协
会命名为“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

今年春，在江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直接推动
下，南昌高新区将原有藕田扩大至 1045 亩，并全面完
善小区基础设施。江西省林业局继续加大对小区生态
修复的力度，投放藕种近35万公斤。

“这个保护小区有多重功能，它既是白鹤的‘避难所’，
也是种类繁多的候鸟迁徙路上的加油站、鸟类学研究与实
践教学基地。”江西环保志愿者、摄影家王榄华非常推崇这
个“神奇的人工湿地”。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但只有最熟悉周海燕的人，
才知道她为了白鹤放弃了什么。

种植藕种、雇请工人、给水排水、照看白鹤等繁复
的田间劳作，让周海燕没有时间工作，于是她放弃了原
来的工作，还卖掉了自己的一套房。

2018 年 11 月，周海燕做好了等鹤来的准备。26
日，鹤出现了。当晚她睡觉时，忽然感觉发生像地震一
样的震动。她赶紧披衣出去，看到 4 台挖掘机。她问对
方要干吗，来人说要建停车场。次日施工时，她挡在挖
掘机前面，说不能施工，鹤群要来了……跟记者讲起
两年前这一幕，周海燕潸然泪下。

4年里，像这样的彷徨和无助，无数次侵袭周海燕，
但她仍在坚守着。“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
像，有时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让人泪流满面，有时也发
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周海燕说。

11 月 18 日，藕田最新监控画面显示，在五星白鹤
保护小区越冬的白鹤超过了2200只。

全球近一半的白鹤在这里，在周海燕身边。

痴心只为鹤相伴

洞庭长江出发
潮

——2020全球候鸟跟踪守护行动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邓正可）今天下午，
2020中国新媒体大会“新平
台的社会责任”分论坛在长
沙举行。媒体大咖主旨演讲、
扶贫公益优秀案例评选揭
晓、2021中国新媒体联合公
益行动启动，论坛现场精彩
纷呈。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刘
正荣出席。

现场，光明日报副总编
辑张碧涌，湖南广播影视集
团（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台长龚政文，腾
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
长窦瑞刚，快手副总裁王强
以“‘新媒体+公益’下的扶贫
力量”为主题，从创新扶贫报
道、创新精准扶贫模式、创新
公益模式、促进新媒体行业
健康发展等方面进行演讲。

新时代的社交媒体为公
益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副主任
王恬、新浪集团首席信息官
王巍、大江网（中国江西网）
总 编 辑 王 宣 海 分 享 了 战

“疫”、人人公益等主题的新
思考、新路径、新模式。

2020 年新媒体平台在
公益上有何新的尝试和经
验？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金兼

斌的主持下，新华网首席运营官、总裁助
理孙巍，齐鲁网（闪电新闻）总编辑谭鲁
民，安徽新媒体集团总经理章理中，阿里
巴巴集团社会公益部高级品牌专家申志
民围绕“不忘初心，公益先行，新平台的
社会责任”主题展开对话。

央视主持人朱广权也出现在大屏幕
上，这一次他带来的不是“段子”而是获奖
感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朱配琦’来
了！一起为湖北拼单”获评“2020中国新媒
体扶贫特别推荐案例”。此外，“2020中国新
媒体扶贫十大优秀案例”也现场揭晓。

本次分论坛由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
委员会、湖南省新媒体协会主办，湖南红
网新媒体集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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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黄晗 通讯员 彭团
张移珍）今天，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共青团湖南省委、省
妇联、省关工委联合发布2020年度第二批次“新时代湖
南好少年”先进事迹，15名来自全省各地的好少年光荣
入选。

9岁的湘潭子敬学校学生蒋奕涵逆流前行，帮助环
卫工人清理堵塞下水道网口垃圾，被人民日报官微点
赞；13岁的浏阳市浏阳河中学学生耿静好坚持利用节
假日进行志愿宣讲，成为年龄最小的“浏阳文庙”保护
人；16岁的桂阳县第三中学学生刘霁颍积极参与社区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被社区干部称
为“抗疫小先锋”……经全省各级各地广泛发动、逐级
推荐、严格把关，省文明办联合多部门集中审议，耿静
好、杨思睿、陈思瀚、王童羽、蒋奕涵、曾雨辰、侯宇轩、
周思辰、赵昱瑄、文婧霖、刘霁颍、郭思缈、李政道、刘森
洋、陈芷扬15名好少年被推选为2020年第二批次“新
时代湖南好少年”。

2020年第二批次
“新时代湖南好少年”发布

15名好少年入选

11月19日上午，2020中国新媒体大会开幕式暨主论坛在长沙举行。开幕式上，虚拟主持人“小魏”与湖南卫视新闻主播魏哲浩（大魏）联袂亮
相，“小魏”VR形象跟AI语音技术相结合，由现场的摄像机配合呈现3D效果，与真人主播“大魏”一起献上了一次科技、创意兼备的新媒体大会开
场仪式。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辜鹏博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
2020中国新媒体大会“聚焦新生代 赋能新生
态”分论坛在马栏山（长沙）视频文创产业园创
智园举行。论坛邀请中央主流媒体、网络视听
门户平台、新兴媒体、技术公司、新型实验室相
关嘉宾，分别聚焦传播语态创新、精品内容打
造和媒体智慧化传播等话题展开讨论，并现场
进行马栏山视频文创园推介、产业项目签约。

本次论坛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省委网信办、湖南
省广播电视局主办，芒果TV、中国（长沙）马
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承办，湖南省网络视听
协会协办。论坛共设有三大议题，分别从创新

语态、创新内容、革新技术三个维度对“新生
代、新生态”进行深入的解读，探讨新型主流
媒体如何通过贴近年轻受众的语境语态、构
建年轻受众感兴趣的内容体系，更高效地传
播主流文化、主流思想、主流价值。

论坛中，人民数据（国家大数据灾备中
心）常务副总编辑、人民数据研究院院长陈
丽，新华社新媒体中心总编辑周亮，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客户端部副主任唐
怡分别以《大数据把脉青少年话语生态》《创
新融合时代主流舆论表现方式》《突破“边界
——谈融媒体时代的变通和触达》为主题，就
创新语态，推动主流价值传播进行探讨。

芒果超媒总经理、总编辑，芒果TV党委书
记、总裁蔡怀军，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辉，哔
哩哔哩党委副书记朱承铭，分别以《引领新主流
审美，让正能量有大流量》《以精品力作致敬伟
大时代》《合作创作精品，传播主流价值》为主
题，共同探讨创新内容，护航主流文化出圈。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
席技术官王喜瑜、华为消费者业务云服务总裁
张平安分别以《中兴通讯为新媒体注入5G之

“心”》《5G创新媒体未来》为题，从革新技术，
赋能全新融媒生态角度同与会嘉宾分享经验。

论坛中，还对马栏山（长沙）视频文创产
业园以及5G智慧电台项目进行推介并签约。

助力湖南新媒体行业发展和创新媒体生态建设
——中国新媒体大会“聚焦新生代 赋能新生态”分论坛举行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李婷婷）在今
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宣传报道中，广大新闻媒
体创新融合报道方法手段，深入宣传党中央决策
部署，生动讲述万众一心阻击疫情的故事。

为总结推广新媒体精品创作经验，向全
社会展示新媒体战“疫”的奋斗和成果，中国
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开展了 2020 中国新
媒体战“疫”精品案例评选。在今天的“媒体创
新创优”分论坛现场，2020 中国新媒体战

“疫”精品案例揭晓。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吴兢宣读获评作品名单。

湖北长江云新媒体集团《共同“面”对，为
武汉加油！这组创意海报刷屏了》，现代快报

《6小时跟拍，实录武汉重症病房的“我和你”》，

湖南日报社《创意海报｜这些痕迹，刻在你脸
上，痛在我心里》，多彩贵州网《休舱后天使摘
下口罩，你一定要记住这些笑脸》，湖北广播电
视台《战“疫”系列公益短片》，长江日报《重生》
系列报道，新疆阿克苏市融媒体中心《新疆阿
克苏两名小学生向医护人员敬礼》，解放日报
社《影像纪实｜上海医疗队在武汉》，湖北日报

《致敬仁心 感恩大爱》大型融媒报道，新京报
社《武汉！武汉！》H5专题，获评“2020中国新媒
体战‘疫’十大精品案例（地方媒体）”。

人民网《武汉日记——人民网前方报道
团队武汉采访实录》，新华社纪录片《英雄之
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时政微视频《总
书记指挥这场人民战争》，科技日报社《追问

新冠肺炎》系列报道，中国青年报《互喊加油，
四大“天团”会师武汉！网友：王炸来了，中国
必胜！》，新华社湖北分社《壮哉，大武汉——
献给英雄的武汉人民》，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
心纪录片《生死金银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与疫情赛跑——“两神山”等系列慢直播》，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网络部《新冠病毒：遇到
PLA是种什么体验》，中国日报网《“抗击新冠
病毒的中国方案”英文网站》，获评“2020 中
国新媒体战‘疫’十大精品案例（中央媒体）”。

这些新媒体战“疫”精品案例，凝聚成一
幅幅雕刻时光的画卷，传递温暖，鼓舞士气，
振奋精神，展现了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抗
击疫情的磅礴力量。

2020中国新媒体战“疫”精品案例揭晓
《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20》

正式发布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肖欣 邓

正可）11月19日，在湖南长沙举办的2020中
国新媒体大会上，《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
2020》《中国新媒体年鉴2019》正式发布。

《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20》由中国记
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总计54万
字。《报告》对2019年媒体融合生态与发展
趋势进行宏观分析与把握，认为主流媒体
已迈入深度融合发展阶段，打造智能媒体
移动社会化传播生态，成为新阶段新形态
下扎实推进全媒体建设的鲜明旗帜与嘹亮
号角。《报告》分为年度报告、行业报告、专
研报告、融合精品分析四个部分，同时开辟
了“重点聚焦”章节，多方面聚焦新冠肺炎
疫情报道这一重大现实课题。

《中国新媒体年鉴2019》由中国传媒大
学项目团队编写，着力聚焦5G时代新兴媒体
的再次变革与迭代，通过十大板块内容，向读
者呈现了又一部全面客观记录新媒体行业发
展态势和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工作的
大型资料性年刊。《中国新媒体年鉴2019》共
106万字，内容新颖全面，呈现手段创新，融媒
特色鲜明。读者可以直接通过手机扫描、点击
阅听音视频，感受新闻现场魅力。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肖欣 邓正
可）11月19日，在长沙举行的2020中国新媒
体大会上，《2020 全国视频文创产业发展指
标体系研究成果》（马栏山指数）发布，为全国
视频文创产业发展新趋势进行了一次多维全
面的“数字画像”。

指数运行结果显示，视频文创生产指数
149.9，比上一轮周期增幅接近 50％，视频生
产能力稳健提升。其中，网络视频生产总量指

标值上升至139.5，意味着网络视频成为视频
内容产量提升的主要推动力，尤其是网络动
画上线数量大幅增长。在视频消费方面，网络
直播尤其是电商直播热度不断升高，上半年
电商直播超过1000万场，观看人次超过500
亿，网络直播总时长11.5亿小时。视频营销指
数为 149.1，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进程加快，视
频产业营销价值持续提升。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祝

燕南认为，在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国内
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视频文创
产业依旧展现出强劲活力，蕴含着巨大市场
价值和市场空间。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
视频文创将成为文化领域主要的创新引擎。
未来五年产业收入总量将连续保持30%以上
的增长。视频文创也将在公共服务升级和新
兴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实现多方面突破，智慧
化的视频文创将读懂每一个用户的心。

2020“马栏山指数”发布
未来五年视频文化产业收入总量将连续保持30%以上的增长

11月18日，南昌市高新区五星白鹤保护小区，白鹤
在觅食、嬉戏。 周海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