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要闻/2022年 7月 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杨诚

赴 新 征 程
——写在湖南日报社犇视频正式上线之际

湖南日报·犇视频 全媒体记者 叶竹 张军 彭治国

初心猎猎，使命昭昭，理想灼灼。

27 年前，长沙经武门，一群年轻务实的新闻工作者撒下种子，昼夜耕作，悉心呵护，奔走湖湘。这是梦起之地。

曾经纸上，后来网中，如今掌端。

7 月 8 日，新湖南大厦，一个叫“犇视频”的 APP 从三湘都市报的手中接过火炬，追暖寻光，赓续前程。依旧青萍之端。

犇，奔也。一个中国动词，一种湖湘气度。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以三牛之力，为你设媒，双向奔赴。

从 7 月 8 日开始，湖南日报社犇视频正式上线，与三湘都市报合为一体。从纸端到指尖，形已变，魂犹在：从一纸风行，到一指犇行，

她始终温暖明亮地守护在你身边。

一封信|湖湘之爱
跨越25年找寻，与正能量始终同行

1995 年 6 月 30 日，三湘都市报诞生。她是湖南日

报社第一子媒，也是中国最早的省级都市报之一。自

创刊之日起，她就定位都市，服务民生，聚焦温暖，秉

持“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的宗旨。

1997 年，也是如此夏日。三湘都市报记者收到群

众求助：一位农妇孕情危急早产诞下三胞胎，孩子仍

需救治，家庭也因此负上重债。

使命必达的三湘都市报记者，在短时间内边筹

措捐款，边奔走医院采访。

《在 母 腹 内 我 们 很 拥 挤 ，在 母 腹 外 我 们 很 无

奈》——三湘都市报连夜发文，“呼吁世间所有眷眷

情深的父母和曾沐浴父母之爱的人们，伸出热情的

双手”。

动情的笔触，拨动了每位读者的心弦。

一石激起千层浪，四面八方慷慨解囊，这个家庭

因此渡过难关。周恩铭、周恩怀、周恩念——三胞胎

兄弟的姓名，道出了他们对这份呼吁之情的感念，也

见证了一家温暖媒体的大爱相助，对群众的温暖守

护。

2022 年 6 月 30 日，三湘都市报，创刊 27 周年。

湖南日报社犇视频，指端暖媒初启；三胞胎兄

弟，年满 25 岁。

一位亲历当年事件的老读者辗转送来一封信，

夹带着三胞胎兄弟长大后的照片，讲述了这个动人

故事。

这是一份珍贵的生日礼物。

25 年前，一次帮助，让一个家庭脱困重生。

25 年后，一封回信，见证一场双向犇赴。

三湘都市报专注温暖的初心未变，一场场冒着

热气的公益活动，一篇篇裹着深情暖意的报道，抚慰

激励人心。

——12 年中推出 150 余名“感动湖南人物”，13

位湘人走上“感动中国”。他们之中，有心系百姓、一

生为民的领导干部，有扎根乡土、服务农村的大学

生，有舍身取义、视死如归的消防战士团体，也有虽

岗位平凡但做出了不凡之举的普通人。他们，都在“感

动中国”的舞台上留下了一抹让人动容的湖湘色彩。

——17 年里帮助三千余名阳光学子圆梦。想把

山里的歌唱给山外人听的安化姑娘黄佩，梦想成为

医生的丁旒欣……他们怀揣梦想却遭阻挡，在这里

获得助力，继续追梦。

——7年来先后推荐数百名善举凡人获天天正能

量奖。因为一句承诺，长沙一小巷超市老板孙美华，坚

持 10年亮灯温暖夜归人回家路；湖南浏阳学子彭鑫连

续 10 年照顾因脊柱炎瘫痪的同学；65 岁孤老患结肠

癌，同学凑钱报名轮流照顾……

——用一把伞，温暖一座城。采编团队组织公益

活动，将 2000 把爱心雨伞，投放于长沙多条公交线路

的公交车上；通过“针心针意”暖冬公益行动，给数千

名偏远山区的留守儿童送去爱与温暖。

于低谷之处，传递春暖之光。新冠疫情期间，三

湘都市报前后三次对一家茶庄歇业期间，店内摆放

的一盆无人打理却顽强绽放的君子兰进行生动描

写，用小细节，表现出小微企业主在疫情影响下执着

的坚持与自我奋斗精神。

“我叫郑能量，就该传递正能量！”新冠疫情发生

后，一名普通的 90后长沙伢子郑能量，在第一时间“逆

行”武汉做抗疫志愿者。三湘都市报记者日夜追踪，根

据扎实的独家素材先后推出多篇深度报道，全面记录

郑能量 65天的武汉轨迹和心路历程。全网点击量突破

6 亿，报道内容被多家央媒转载引用。2020 年 9 月，郑

能量获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来自读者的一指点击、一声感谢，一个微笑，一

次回忆，一句祝福，成为了三湘都市报不断前行的不

竭动力。

她曾为一群人暗巷点灯 10 年，湖南日报

社犇视频要为她全城点灯。

感动新平台，感动星时刻，感动心延续。

第27年，三九之数，不凡之年。7月8日，三湘

都市报为推动媒体转型、融合发展而打造的全新

视频平台——湖南日报社犇视频正式上线。

盛典之上，一束暖光，属于感动湖南人

物，属于最美资助人，湖南日报社犇视频又将

带着温暖的浪漫，送给挚爱的湖湘。

这是湖南日报社犇视频的初心，也是三湘

都市报的使命——为民服务、热忱为用户着想，

如孺子牛；创新发展、不断更新传播手段，如拓

荒牛；艰苦奋斗、埋头发展新闻事业，如老黄牛。

形变，心未变。连日来，湖南日报社犇视

频策划了系列活动，不仅与上线有关，更为奔

向离你更近的地方。

——“你为他们点灯，全城为你亮星”。“亮

灯阿姨”孙美华，曾为街巷女生留灯 10 年，湖

南日报社犇视频将于 7月 8日发起“双向奔赴”

公益飞行，以无人机灯光秀的形式，让全城为

她一人亮灯；

——“以三牛之力，暖青春中国”。“青春

号”主题游艇中流击水，“青春学习堂”温暖开

讲，湖南日报社犇视频与新时代青年学子共

话“三牛”精神，只争朝夕书写青春华章；

——“万米高空，感动留言”。在长沙飞往

成都的“感动号”专机上，湖南日报社犇视频

联动百余名旅客，在万米高空为“感动中国人

物”、郴州女孩江梦南留言，致力传播正能量；

——“雷锋之暖，湖湘正传”。在开往北京

的“雷锋号”温暖专列上，最美高速公路收费

员彭莉琴分享“雷锋号”上的温暖故事，讲述

湖南日报社犇视频的温暖情怀；

——“以创为马，犇赴前程”。在开往深圳

的“创新号”专列上，在深的湖南企业家分享

创业故事和心路历程，共情三湘都市报的创

新路和湖南日报社犇视频的诞生路；

——“奔向美好，相约湖南”。在开往张吉

怀的“美好号”主题列车上，乘务员“变身”导

游，与湖南日报社犇视频一起邀请乘客同赏

大湘西美景；

——“按线行驶，守护安全”。在“按线行

驶挑战 21 天”活动中，湖南日报社犇视频邀请

全城车主坚持按线行驶，平安出行。

长沙的长，是长情的长；犇视频的犇，是

犇赴的犇。

这 27 年里，如那封温暖的来信，双向犇

赴，只为抵达，循环往复。

与新时代同频共振，与用户
双向犇赴

一个人|奔赴之暖
为照亮城市的他们，点亮满城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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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是一场理想烈火，融媒是一场双

向奔赴。

奔赴途中，或有高光，或遇困顿，宠辱

不惊，执着前行。

2020 年 5 月起，三湘都市报充分结合

自身优势，以湖南日报社犇视频为载体，启

动以短视频为核心的融媒改革。

当少年曾冠霖带你游走天下时，主播

田甜正在写稿，“五旬青年”张军琢磨着粉

丝推荐的选题，编导王珏架起摄像机捕捉

着夕光；而录制结束的黄京轻快地路过他

们，她的高招资讯视频正火，热搜已登榜

首……这是三湘都市报的日常一刻。

这场改革，没有引进一人，也没有淘汰

一人，三湘都市报靠着一股蛮劲，短时间内

完成了全员转型，无一等待。出现在现场的

记者，来时能拍摄，回时能剪辑，随后写稿

发布。“多能一专”不易，但让日更的纸媒，

变成秒更的融媒，再多的汗水也值得。

坚守的宝藏没有抛弃，更加闪亮。改革

之后，三湘都市报依托承办多年的“感动湖

南人物”“三湘阳光助学行动”“湖南教书育

人楷模”“最美资助人”“最美中职班主任”

等知名公益活动温暖升级，频频实现线上

线下联动，湖南日报社犇视频也将全力打

造湖南最大的正能量传播平台。

从来就没有新媒体，只有不断守正创

新的媒体。

奔跑起来才有风。编委会带头转型新

闻主播，驱动全员入局，强化新闻 IP，打造

主播矩阵。一杯茶，一张报，时事热评类栏

目《军哥说新闻》在办公桌前开录，点评国

际热点，聚焦国内焦点，“您看热点我说观

点”，推推眼镜，下一波百万+阅读量正在

路上。

从幼儿园开始就“鸡娃”，小升初如何

填报志愿，中考分比录取线低也能上四大

名校……教育有点卷，湖南最资深的教育

记者黄京在《津津乐教》中释疑解惑，缓解

焦虑。

将赞美送给两度入火场救人救火的高

考男孩向正超，送给在洪水中托举 8 分钟

救人的汉子黄志忠……白发暖心哥动情讲

述 一 条 条 正 能 量 暖 新 闻 ，汇 聚 成《温 暖

26℃》。

无论主播身在何地，都有《新闻犇一

下》带您及时触达实时新闻热点；出行有担

心，交通问题有疑虑，《小灿说交通》带您安

全抵达……通过一年多的融媒改革摸索和

不断试错，湖南日报社犇视频沉淀下来了

多个品牌视频栏目、垂直账号。

坐能写深度，行能剪视频，已成为记者

们迈向融合的“标配”技能。

在岳麓山顶记录日升月落，在洞庭湖

畔探寻春草新芽；将市井烟火浓缩于离合

悲欢，将梦想星光映射于三湘四水。融媒时

代的全新战场，湖南日报社犇视频与你一

起，捕捉微光，见证时代。

转型以来，三湘都市报在融媒战场之

上如鱼得水，微博热搜榜已是每日常客，爆

款短视频产品层出不穷。

民生温度，奔向美好。城市态度，奔向

烟火。市场向度，奔向创意。

上线之后，湖南日报社犇视频将追求

垂直，更贴近你我。依托城事、现场、教育、

健康、评测、潮玩、直播等一批原创视频账

号，形成多层次多圈层的原创内容矩阵，为

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你，开一扇真实动人的

窗，眺望奔流时代的美。

它期待成为一家 26℃的新媒体，也因

此而犇赴。这是人类舒适健康的温度，社会

阳光从容的刻度，心灵自由惬意的尺度，湖

南执着追求的向度。

没有一个奔跑者会被辜负。

不做封闭的困守者，去成为融媒创新

的领跑者；

不做清高的孤勇者，去成为守望民生

的同行人。

湖南日报社犇视频，脚踏湖湘大地，传

递温情力量，一家追光寻暖的媒体，记录一

群奔跑的英雄，见证一个奔腾的时代。

6月 26日上午，“青春号”游艇在长沙橘子洲头起航，犇视频《青春学习堂》正在此录制。湖南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龙兵教授向青年学生阐述“三牛”精神内核。

王珏 顾荣 摄影报道

犇视频卡通形象。

6月 28日上午，湖南航空携手湖南日报社犇视频打造的“感动号”专机，以“犇向温暖 感动湖南”为主题，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一飞而起。

这是一趟特别的感动之旅，149名旅客被郴州姑娘江梦南的故事感动，纷纷在万米高空写下祝福。 曾冠霖 摄

6月28日上午，“最美高铁·魅力湘西·乐

享旅途”主题列车——G6427次列车，从长

沙南站出发，一路向西，犇赴张家界。

何佳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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