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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微一端：放声嘹亮 融合担当
■ 本报记者 郭嘉轩

14天播发800多篇（组）稿件、20多
个融媒体产品、5场移动端实时直播、
2900多万点击量……全国两会新闻大战
落下帷幕，24小时全天候在线的海南日
报新媒体矩阵在两会报道中集中发力，
彰显了引导舆论场的“政能量”，扛起了
主流媒体领跑媒体融合的担当。

抢占新媒体传播制高点

去年5月正式上线的海南日报客户
端，今年是首次投入全国两会的报道。

今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
势。如何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迅速
抢占新媒体舆论阵地？做好全国两会报
道就是媒体融合的练兵场和试金石。

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海南日报
新媒体的宣传报道触角就要伸向哪里！
海南日报新媒体矩阵在两会报道中集中
发力，依托内容权威、技术领先优势，开
发出一系列亮点纷呈的新媒体产品，让
与会代表委员和广大用户眼前一亮。

传播广泛——据不完全统计，14天
会期中，海南日报“两微一端”共制作播
发稿件（产品）800多篇（组），多个H5场
景、两会微话题吸引数百万网友参与；整
体报道获得2900多万阅读量。

形式新颖——当下，信息量的急剧
膨胀使得晦涩难懂、编辑粗糙的新闻已
经很难在这个时代生存，可视化于是成
为媒体吸引受众关注必打的一张牌。海
南日报新媒体《两会微视评》、《两会传
音》、《端上两会好“菜”》等多个产品，通
过“视频（音频）+观点+微传播”的方式，
呈现一线记者眼中的两会热点，让受众
全面、深度、新鲜“读”两会。

创新迭出——首次以“新闻众包”
的形式，让读者参与到两会连线报道选
题中来；首次成功实现移动端以H5形
态实时直播；首次开发出的移动端融媒
体产品《两会微视评》、《两会融特刊》
备受好评。

亮眼的表现，获得来自
各方的认可。“海南日报
新媒体全方位出击，

让新闻更好看，让时政不难懂，让时局触
手可及。”两会期间，中国记协官方微信
在《“融”报两会 看地方媒体怎么出招》
中，专门为海南日报新媒体产品点赞。

资深自媒体主编“萧十一郎”分析认
为：“海南日报新媒体在全国两会上的表
现，刷新了人们对党报的新认识，刷出了
传统媒体的存在感。”

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
负责人卿志军认为，多样的平台、创新的
方式，“讲”好了海南故事，“唱”出了海南
好声音，展现了海南日报在媒体融合中
的探索与作为。

“中央厨房”烹出“融媒体大餐”

媒体融合，重在体制机制创新。今年
的两会报道中，海南日报依托“中央厨房”
创新机制，推出了一道道连接北京声音、
通达海南民情的“新闻大餐”，充分展示了
海南日报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成效。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钟业昌，总编
辑吴清雄对如何以媒体融合报道好全
国两会提出了具体要求。吴清雄赴京
指挥两会报道。集团副总编辑、新媒体
中心主任吴斌在前方具体统筹调度报
纸、网络、新媒体的报道力量，从机制上
实现了不同媒体形态的一体化指挥调
度，有效保障了前方报道力量和报道资
源的共享融通。

一线文字、摄影、视频“各兵种”记者
紧密融合，后方纸媒与新媒体更实现了
集中调度、统一指挥：针对两会日程和每
日热点，由值班编委牵头，日报纸媒和新
媒体等实现一体化的策划，形成报道合
力；在海南日报上专门开辟融媒体产品
推荐板块；前方采集的内容，第一时间由

“两微一端”首发，确保时效性。深度分
析报道，则在纸媒上大版面重磅推出；集
团各媒体记者采访素材统一入库共享，
各平台结合自身特
点，经过

二次制作后，形成文、图、音、视、H5等形
式多样的媒体产品，并通过多个“微、网、
端”等新媒体渠道广泛发布。

通过“中央厨房”的集中处理，有效
地整合媒介、新闻、信息、终端、技术、人
力等各方面资源，实现“一次采集，多次
生成，多元发布”的全媒体一体化生产，
新媒体“新闻大餐”也新鲜出炉——

海南日报客户端《两会微视评》栏目
从话题策划、包装形式等方面开展大胆
创新和尝试，由海南日报两会报道特派
记者结合两会上关于海南的实时热点、
焦点话题，真人出镜口播评论。简短凝
练而观点新颖、富有深度的评论，辅以精
心选编的背景画面，生动地传递了两会
热点，引导社会舆论，创新互动形式，使
报纸、网络、受众多方互动。《两会微视
评》栏目推出以来，获得众多网友点赞。

深度新闻一度是新媒体产品的“雷
池”。但两会期间，精心制作的 11期
《两会融特刊》，却打破了新媒体“浅、短
阅读”的困境。《两会融特刊》在形态上融
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图表、漫画多
种形式。用户还可以在特刊中进行人机
互动，参与性强。融特刊迅速引发用户
的关注和好评，打破了深度新媒体产品
点击率低的“魔咒”。仅《抢救南海更路
簿》这一期刊，就刷爆海南微信朋友圈，
单期阅读量高达10多万。

无论是《两会微视评》还是《两会融
特刊》，其实质与特色都在于一个“融”
字。实践证明，“中央厨房”的运行机制，
是两会报道媒体融合成功的关键。

纸媒记者向全媒体记者
的转型探索

手握自拍杆，记者一边当摄像师一
边当评论员出镜；拿起手机，将现场画面
拍摄后传给后方的编辑团队，不一会儿
照片就出现在客户端的专题页面上……

这是今年全国两会上海南
日报文字记者

的新变化。
连续两年参与全国两会报道的文字

记者陈蔚林，对今年的两会采访感受颇
深。她今年不仅要写文字稿件，还要担
任音频口播员、出镜记者、新闻评论员，
关键时刻还客串了摄像师。这对她是前
所未有的挑战。

“眼前可交流的采访对象，突然变成
黑洞洞的摄像机镜头；不仅要讲述新闻事
实，还要声情并茂、观点新颖的评论；做采
访笔记的同时，还不能忘了拍摄照片……
这些都让人感到紧张，”陈蔚林表示：“但
实际上，我们这些年轻人平时就喜欢用手
机拍照、点评。只要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讲
述新闻，自然就能赢得同龄人的认可。更
重要的是，报社‘中央厨房’的指挥非常明
确，只要按照指挥落实任务，并不会手忙
脚乱。一次采访可以呈现多种作品形态，
自己也非常有成就感。”

同为年轻记者的况昌勋，最大的感受
则是业务能力的提升。“我们90后，本来就
乐于尝试新东西。媒体融合，记者的能力
也要‘融合’。通过两会融媒体报道实践，
我深刻认识到，要成为将来的优秀记者，仅
掌握纸媒采写能力远远不够，必须掌握音
视频、摄影摄像、网络等多种技能。”

从单一文字记者到全媒体记者的转
变，是一名年轻记者自身业务能力的提
升，而在两会报道中，对海南日报人来
说，最深刻的变化则是对新媒体的重新
认识，是新闻理念的转变。

从世界媒体变革的趋势来看，以移
动互联网引领变革的媒体融合发展已
势不可挡。如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
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
高点，这已成为一个关系到我们党能否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和话语
权的重大问题。海南日报在媒体融合
上前瞻布局，大力向新媒体拓展，抢夺
互联网舆论阵地和用户，媒体融合的成
果，在这次全国两会报道中经受了考
验，得到了展示！

坚持党性原则，创新话语表达，加强
舆论引领，凝聚社会共识，这是海南日报
媒体融合的方向，也是一家即将迎来66
周岁的党报的责任与担当！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

为了全面深入报道好2016年全国两会，海南日报新媒体“两微
一端”提前谋划、精心策划，开设专题、开辟专栏、开设微博话题，创新
报道方式。截至3月16日15时30分，海南日报新媒体共刊发稿件
813篇，阅读量2900多万人次。

海报 媒
新呈现

1000多万

数据

两会期间共开设三个专题（2016全国两会

前奏；问计全局·聚焦2016全国两会；2016
全国两会微策划）
共刊发稿件621篇，阅读量1000多万人次

海南日报客户端

1900多万

两会期间共设立两个话题（#关注2016全

国两会#和#全国两会海南团#）
共发博168条，阅读量1900多万人次

海南日报
官方微博

19万
从3月2日起
发布全国两会图文共24篇，截至3月16
日15时30分，总阅读量逾19万人次

海南日报
微信公众号

创新

首次以新闻众包的形式，让读者参与两会连线报道选题

首次成功实现移动端以H5形态实时直播

首次推出 等多个产品

两会传音
两会“海南粉”码上选题

端上两会好“菜”

首次开发出移动端融媒体产品《两会微视评》、《两会融特刊》

制图/张昕

我出镜了

两会
期间

，海南日报推出《两会微视评》栏目

■ 本报特派记者 陈蔚林

今年，海南日报客户端推出“问计开局·
聚焦2016年全国两会”专题，首次推出了
海南日报记者参与出镜制作的视频栏目
《两会微视评》，多角度、全方位地报道

两会。
纸媒记者要出镜？而且要面

对镜头一气呵成地陈述观点？
刚接到任务时，每个人的

心里都有点“打鼓”。
这份紧张，不
仅因为不曾

接 受

出镜培训，还因为面对偌大的两会“题库”不知如何选
择评论题材。这次新任务可谓挑战重重、压力巨大。

但是，进入海南日报工作以来，我们早已习
惯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要求自己。当时，全
国人大代表高之国提出的保护《更路簿》建议获
得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决定
出资100万元设立《更路簿》保护基金更是引起
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响应。思前想后，我决定围绕
保护《更路簿》话题录制一期《两会微视评》。

为了录好这期《两会微视评》，我主动请缨参
与《更路簿》系列报道采写任务；观摩了电视台记
者和已经完成《两会微视评》录制任务的同事的
出镜表现，提前背诵和演练了许多遍……

在南海网摄像记者的帮助下，这期《两会微
视评》录制十分顺利，通过海南日报客户端发布

后也得到了用户

的关注和转载。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中国记协
公众微信号《“融”报两会 看地方媒体怎么出
招》，对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捕捉海南元
素点赞，配图就使用了我的《两会微视评》
截图。

经过这次考验，我们不仅过了
一把“出镜瘾”，更对媒体融合有
了新的认识，也有了更多底气，
很期待也有信心在未来的
媒体融合大考中交出满
意答卷。
（本报北京 3 月
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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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两会微视评》五名出镜记者 上左起：周元 杜颖 彭青林 下左起：陈蔚林 况昌勋

海南日报客户端推出
《两会融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