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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先在当地传播后，再通过中央和省级媒体转载产生新闻扩大效应——

赤壁融媒体奏响“多声部大合唱”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汤广花

赤壁市融媒体中心近日受邀出席“全国县级融媒体智慧平台”暨央视网新版全终端上线启动仪式，

受到广泛关注。赤壁市融媒体中心以“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为总体目标，被中宣部确定为重点联系推进

示范点之一，并参与了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

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的起草工作。

清明祭英烈
4月3日，赤壁市在羊楼洞志愿军

烈士陵园举办“ 清明祭英烈”活动。来
自全国各地的烈士亲属代表、志愿军老
战士代表、红色志愿者及中小学生代
表、赤壁市当地驻军代表、社会各界群
众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了祭扫活动。

活动中，大家通过给烈士敬献花
篮、擦拭墓碑等行动，深切缅怀革命先
烈的丰功伟绩、不朽英魂。

通讯员 罗文馨 摄

赤壁财政收入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 通讯员方强报道：3月31日，从赤壁市财政局

传来喜讯：今年一季度，该市财政收入顺利实现开门红。1
至3月份，该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9523万元，占全年
目标的28%，超时序3%，较去年同比增长7.7%。

今年，该局突出支持重点园区发展，着力培植应急产
业、电子信息产业等新的税源增长点，实现培源壮财与经济
发展的良性互动。同时，全力服务重大项目招引落户和投
产达效，增强重、特大产业项目对本级财政的贡献率。

该局负责人表示：“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实施更大规
模减税降费政策，积极应对新的税收政策变化对全市财税征
收带来的影响是此次顺利实现开门红的关键之所在。”

赤壁“招硕引博”聚人才
本报讯 通讯员王绍华、胡莎报道：近日，赤壁市委人

才办、市人社局、市教育局组团赴湖北大学“招硕引博”,引
进急需紧缺人才。

据悉，此次“招硕引博”人才引进工作，有赤壁一中、赤
壁市融媒体中心等6家事业单位和赤壁城发集团、赤壁建
工集团等4家国有企业参与，共提供46个急需紧缺的管理
和专业技术岗位进行招聘。招聘现场吸引近百名高校学子
报名。

近年来，赤壁市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大力实施“党
政干部储备人才”、“招硕引博”、“博士服务团”、“基层高质
量发展专才支持计划”等人才计划，引进党政干部储备人才
18名，引进武汉大学、省农行、江汉大学等3名专家教授来
赤开展挂职服务，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赤壁整治保健市场乱象
本报讯 通讯员姜文、赵春林报道：近日，赤壁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接群众举报称，官塘驿镇某酒店有违法会销现
场。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公安部门出动执法力量对官塘
驿镇某酒店会销场所进行清查。

通过检查现场发现，会销场所为丁某某租用，其业务人
员正在利用PPT展示、播放视频等方式进行健康讲座和宣
传其所在南通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蚕丝被、磁疗枕等产品
有“保健”等功效。

据调查了解，近期该公司业务人员利用老年群众分辨
能力低的弱点，清晨组织在该场所多次派发小礼品，吸引周围
以老年人为主体的群众参加会销活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
合公安机关劝离会场300余名群众，对业务人员、宣传资料、
售卖商品等进行了检查，扣留涉嫌虚假宣传的电脑2台，有关
商品360余包（个）。目前后续深入调查正在进行中。

黄盖湖镇开展森林防火宣传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廖媛媛报道：“请铁山村党员

迅速集合，分别前往学校路口开展“森林防火，文明祭祀”主
题党日活动，提升群众文明祭祀的防火意识”。4月1日下
午，随着一声号召，铁山村党员们纷纷行动起来，共同开展以

“森林防火，文明祭祀”为主题的特殊主题党日活动。
清明期间是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黄盖湖镇时刻紧绷

森林防火安全这根弦，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切实强化责任
意识，严格落实森林防火各项制度。通过出动防火宣传
车、发放《森林防火禁火令》、现场讲解、入户宣传等形式，
向广大群众宣传森林防火的重要意义，切实引导群众在心
中筑起生态保护和森林防火的思想防线，杜绝各种安全
隐，把火灾隐患堵在源头。通过此次党员活动日活动，共
发放宣传单800余份，达到了党员先锋带头、群众集体防火
的目的。

车埠镇财经所开展红色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徐培高报道：4月1日，车埠镇财经所

组织党员干部，来到该镇枫桥村红色教育基地——枫桥烈
士陵园，开展主题党日学习活动。让党员干部在缅怀先烈
的同时，牢记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不忘为民初心，继承、发
扬革命传统。

为切实提升主题党日学习成效，让党的优良传统入脑
入心，车埠财经所本着学习、管人、做事、服务的宗旨。以
支部主题党日为载体，丰富学习内容，活泼学习方式，提高
党员素质，以更加良好的精神状态、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
更加强健的体魄毅力投入到各项工作中。

据悉，今年以来，该所还组织党员干部到该镇马坡村
进行义务植树、清理乡村垃圾，整治人居环境等活动，以身
体力行巩固支部党员队伍建设，坚定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理想信念。

今年53岁的张兰洋，全家有3口人。前些年，他帮亲
戚建房时不慎摔伤，再也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这些年，
仅靠自己栽植的2、3亩水稻和低保金维持生计，生活十分
窘迫，而最让他头疼的还是住房问题。1998年的洪涝灾害
冲垮了他的房子，由于无力建房，他一直借住在亲戚家。
2016年，赤壁市经信局驻村工作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筹
资1万元，又帮他申请了7500元的危房改造资金，为他建
起了新房。

住房的问题解决了，但仅凭这还是无法脱贫，驻村干
部和村干部积极向他宣传精准扶贫相关政策，鼓励他通过
发展产业增加收入。

2016年，在驻村单位和村委会的大力扶持下，他开始
养殖小龙虾。功夫不负苦心人，付出总会有回报。2017
年，他在承包的35亩水田里进行稻虾轮作，加上儿子和弟
弟的务工收入，当年收入达到2万余元，人均收入达到了脱
贫标准，顺利脱贫。2018年，他又喂养了一头猪。

对于目前的状况，张兰洋并不满足，今年，他还打算进
一步扩大小龙虾养殖规模，向着小康生活继续努力奋斗。

帮扶引路信心足
通讯员 马俊 袁俊

4月2日，来自湖北、四川、广东、广
西、辽宁等地的烈属亲属们，齐聚赤壁
羊楼洞，祭奠他们的亲人——长眠在羊
楼洞142烈士墓群的英魂。他们中间，
有的人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亲人长眠
在此，也有的人已经是多次来祭拜了。

广西贵港市的覃璐玲女士，今年是
第二次来祭拜她的叔叔，也是她的父亲
——羊楼洞142烈士墓群里最年轻的烈
士，牺牲时年仅18岁的覃汉昆。

“我的叔叔是背着家里人出来当兵
的。他出来的时候跟我父亲说：‘如果我
牺牲了，那大哥的第一个孩子就过继给
我，这样我也有后人。’而这个秘密直到
我爸爸临终前才告诉我。”覃璐玲女士回
忆往事，泪眼婆娑。她说半个多世纪了，
家人一直在寻找她的叔叔，也是她的父
亲，但一直没有消息。直到一个人的出
现，这个人叫余发海。

余发海，赤壁市公安局退休警官，肾

移植患者。2005年，因一个偶然的机
会，听说了羊楼洞有一大片烈士墓群，只
是没人知道明确的方位。身为公安局警
官的他，办案的职业敏感使得他坚毅地
开始探寻。

“那是2005年10月的一天，我经过
了2个多月翻山越岭地找寻之后，终于
在羊楼洞16组老营盘茶山上，从一人多
深的灌木从中，发现了一片烈士墓群。”
余发海回忆说。当他看见那一排排整齐
的烈士墓碑时，他的眼里突然间涌出悲
怆的泪水。

“这些年轻的生命，在祖国需要的时
候，他们义无反顾。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英
雄，不应该被湮灭在荒草从中。”余发海当
时的心中就只有一个念头，帮这些英雄找
到亲人，还烈士以荣誉，还英雄以尊严。

从此，根据墓碑上残缺的记载，余发
海拖着病患之躯，开始了锲而不舍地为
烈士寻亲之路。13年多来，他通过公安

局发函到烈士当地的公安部门进行查询
的公函不下400件；亲自到烈士当地查
找，行程逾万里；电话联系烈士亲属，更
是无法计数。

李章，广东梅州人，1952年8月13
日牺牲在赤壁羊楼洞，时年25岁。他的
侄孙女李爱萍，这次已经是第二次来祭
拜自己的叔公。她说：“我的爷爷、爸爸
在6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打听叔公的葬
身之所，可是从来没有消息。直到2007
年，余发海警官的一个电话，让全家人半
个多世纪的寻找有了结果。”

如今，长眠在羊楼洞的 142 位烈
士，已找到24省110县市116位烈士亲
人。没有找到亲人的烈士，或因碑文不
全，或因地名的变迁，依然静静地长眠在
烈士陵园。但余发海并不气馁，他说：

“现在，我是已经老了。但是，还有许多
的年轻志愿者自发地加入到为烈士寻亲
的队伍中来，这就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覃璐玲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
烈士的亲人如今也投身入为烈士寻亲的
队伍，并且已经成功找到了35位烈士的
后人。广东梅州的张自祥烈士的亲人，
就是她和老公驾车，行程100多公里，亲
自上门找到的。

现在，烈士们可以安息了。望着庄
严、肃穆的烈士陵园，余发海终于露出欣
慰的笑容。这些在荒草从中湮灭了半个
世纪的烈士墓群也终于还原了本来面目。

1951年5月，在抗美援朝最为紧张
的时期，中南军区在羊楼洞组建第七预
备医院，11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六十七预备医院。医院在创建后的五年
时间里，共收治朝鲜前线转来的伤员和
中南军区内部伤病员共六批、3100多
人，经医治无效死亡142名。

青山处处埋忠骨。这些烈士英魂的
浩然气慨，将永远巍巍屹立在中华民族
前进的大路上。

青山埋忠骨 人间留正气
——赤壁羊楼洞142烈士墓群寻亲的背后

通讯员 张升明

今年1月17日，在“云上赤壁”问政
平台中，一个网友以“河长在哪里”为题，
反映赤壁宝塔山下有污水直排到陆水河，
希望河长管一管。陆水河河长、赤壁市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子恒通过“云上赤
壁”问政平台接收到受理任务后，连夜带
领住建、环保、水利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到
现场调查，督办整改。“云上赤壁”问政平
台的栏目小编在向广大网友回复处置情

况时，积极进行舆论引导，谴责污染行为，
呼吁全市人民共同保护陆水河，让一河清
水惠泽赤壁人民。

据彭志刚介绍，赤壁的融媒体平台，
不仅是新闻宣传的主战场，还是政务服务
的新桥梁。该市通过“新闻+政务”“新
闻+问政”“新闻+服务”等运行模式，架起
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沟通桥梁。
目前，已有31个政府部门和17个乡镇

（办、场）进驻“云上赤壁”，网上办事、便民
查询、医疗服务等功能一应俱全。

为发挥移动新媒体的监督作用，赤壁
市委宣传部还牵头打造了“云上赤壁”问
政平台。该平台通过明晰工作流程、建
立责任人制度、网上通报，并将各单位回
复办理表现情况纳入年底意识形态工作
目标责任制考核，确保联动高效运行。
具体而言，群众通过该平台表达诉求后，

工作人员及时受理并分析研判，然后分
别报送市网信办和相关责任单位。市网
信办编写舆情专报，以纸质版、电子版形
式呈报市领导，分管领导对问题进行认
领、督办；责任单位对交办事项，要求在
1个工作日内回复，3个工作日内办结。

“云上赤壁”问政平台的栏目同步反馈回
复和处理情况，栏目小编还会对群众反
映的问题进行评论和引导。据统计，
2018 年，问政栏目收到的 300 多条留
言，回复率达到100%，处理办结率达到
90%以上。

“2017年以前，赤壁广播电视台虽然
管理运营了多个媒体平台，但仅仅是简单
的相加。”赤壁市融媒体中心主任、赤壁广
播电视台台长彭志刚在接受《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说，成立融媒体中

心之前，各媒体将大部分精力用来生产新
闻信息产品，在“新闻+”模式的探索和发
展上几乎停滞不前，主流媒体引导群众、
服务群众的功能得不到很好发挥。

2017 年，该市整合资源组建融媒体

中心，实现媒体传播由“相加”到“相融”。
目前，该中心管理运营赤壁电视台、赤壁
人民广播电台、赤壁网、赤壁政府网、“云
上赤壁”客户端等 8 个媒体平台，做到统
一调度指挥、统一策划主题、统一组织采

访、统一编发稿件。
赤壁市融媒体中心打破按媒体属性

设立部门的建制，所有记者全部合并至采
访中心，成为全媒体记者。采访素材全部
进入平台原料库进行审核把关，8个媒体
宣传平台再根据自身需求对素材进行整
理、加工进行发布，构建“新媒体首发、全
媒体跟进、融媒体传播”的传播格局。

2018 年 9 月，“云上赤壁”的一场猕
猴桃采摘直播活动，通过长江云平台的三
级联动，点击量突破 50 万，受到中央电
视台的关注。

国庆期间，央视专程到赤壁进行现场
直播。通过广泛宣传，猕猴桃短时间内销
售一空，原来5元一斤的猕猴桃甚至卖到

了5元一个。同年11月，“云上赤壁”首
发了一条新媒体作品《萌学童为啥在警局
门口玩猜拳？知道真相后警察蜀黍都点
赞》，讲述的是两个小学生在派出所附近
拾到了一张银行卡，想送到派出所，但又
都有些胆怯，于是通过猜拳的方式决定由
谁送进去。这一幕恰好被派出所门口的

视频监控录了下来。赤壁市融媒体中心
记者获悉后，通过视频、内心对白等形式
编辑后，在“云上赤壁”等平台推送了这条
弘扬正能量的新闻。《人民日报》、新华社、
央视三大央媒的新闻客户端纷纷转载，点
击量超过 2000万人次。

在彭志刚看来，县级融媒体中心一方

面要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将中央、
省、市“声音”传播到基层，发挥主流舆论
场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根植基层、深耕本
土，加强新闻产品创作生产，以内容优势
赢得发展优势。去年，该中心推出近 30
个重大活动主题策划方案，形成重大选题
统一策划、全媒传播的宣传效应。不少报
道在当地传播后，又被中央和省级媒体转
载，阅读量、收视量大幅攀升，形成“多声
部大合唱”。

服务民生：新闻扩大效应让水果价格翻番

网上问政：“云上赤壁”成政务服务新桥梁

整合资源：8个媒体平台统一“策采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