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用新媒体思维去表达文字稿件
中的闪亮点，是我们“新媒体人”一直在尝
试做的改变之一。

2020年11月起，咸宁日报便在4、5
版以连版的形式，围绕“回眸十三五 展

望十四五”的主题，展现全市6个县市区
的辉煌成就，一串串惊人的数字、一幅幅
生动的画面跃然纸上。于是，我们便领到
了这样一个“任务”——用H5把咸宁“十
三五”期间的发展成就表现出来，向全社
会广为传播。

H5的优点在于传播快、受众广，能
以动态的画面效果表达静态的内容，便
于移动阅读。抓住了这些特点，就基本
明确了制作方向，用有限的图片和十分
简短的文字，概括咸宁这 5年在经济、
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成就，必
须要做到选图精良、文简意赅，同时画
面大气、编辑精致。

创作中，我们先后尝试了多个版本，
均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只能在“试错”中前
行。日报先后于2020年11月19日、23
日、30日，12月30日，2021年1月18日
和19日，对6个县市区的发展成就进行
了报道。这期间，我们也一直在同步跟进收
集各个县市区近几年的相关图文资料，力争
在内容上做到“和而不同”“自成特色”。

《咸宁，这5年最靓丽的画面》最终以
6个H5作品的形式呈现，在保持整体风
格一致的前提下，每个县市区的H5封面
均按照“一眼便知的地方特色”来设计制
作。首先，在底色的选择上均以蓝绿色调
为主，以反映咸宁绿色、生态的发展理

念。其次，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水墨画意
境，将各个县市区的独特元素融入画中，
其中：嘉鱼突出“莲”元素，咸安则是“桂”，
通城是“山”，通山是“云”，崇阳是“湖”，赤
壁是“江”，每组画面分别配以一句“七言”
来展现地方山水人文特色。比如“青山天
城最崇阳”中的“最”，是在多次提交领导
审核后，结合修改意见才最终确定下来
的。封面内卷则以“辉煌十三五”引出，

“展望十四五”结束，展示了各县市区在医
疗、教育、脱贫、交通等方面的发展成就；
每个页面均配以咸宁地域轮廓为基础设
计的LOGO，画面赏心悦目、主题清晰明
确、阅读体验流畅。

可以说，从制作第一页H5，到最终形
成6个县市区的完整作品呈现，《咸宁，这
5年最靓丽的画面》这个“跨年”作品，不
仅时间跨度大（从2020年 11月下旬到
2021年2月初，历时两个多月），而且前
后数次易文易图，无不体现了我们精益求
精的创作精神和职业追求。

从文字稿件中挖掘最亮点
——制作H5《咸宁，这5年最靓丽的画面》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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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点评
○刘国华

◆第三周（3月15日—21日）
总体评价：
媒体融合加强，平台稿件增多；重点报道突出，

舆论监督有力；好稿观念不足。

具体评价：
媒体融合加强。各媒体采编人员融合意识明显

增强，中央厨房平台稿件不断增多，为各平台选择稿

件、突出自己特色推送新闻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闻时效增强。15日一版评论“在办实事中厚

植为民情怀”、18日时评“用好咸宁红色资源”，针对

性强，论点正确，论据充分，论证有力。

重点报道突出。17日头条“咸宁问政问出了什

么”，有材料有逻辑有层次；18日、19日《经开区调研

行》崇阳篇赤壁篇，有观点有现场有高度。

舆论监督有力。15日——20日“关注温泉办事

处79号院通气难”，抓住问题做报道，一气呵成且切

中“我为群众办实事”这个要害，有始有终，反响强

烈。

两组照片、两个标题可圈可点。18日的“赤壁长

江大桥合龙”、19日的“崇阳大岭仙境”，有角度有画

面有吸引力。18日的《悦读》版标题“把绘本故事讲

给孩子听”、19日的《健康》版标题“群众健康有‘医’

靠”，准确简练生动。

需要改进的是：记者好稿意识、编辑精品意识有

待提高。希望各位编辑记者下大力气改进。

◆第四周 （3月22日—31日）
总体评价：
中心工作唱主角，媒体融合好势头，策划彰显大

作用，几篇稿件有亮点，学习短板亦突出，出版风险

尚存在。

具体评价：
做强重点报道。《经开区调研行》咸安篇、嘉鱼

篇，有质量有层次。《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潘

家湾镇调研行》三篇系列报道有问题有角度，抓住一

点一说到底。

做实中心报道。20 日一版、党史教育综合稿

——走深走心走实，25日一版、村美人和产业旺，内

容扎实又突出主题。27日至31日，从一版、二版再到

时事版、健康版，新冠疫苗接种报道，有消息、评论、

图片、专家答疑，营造了宣传氛围。27日，30个招商

引资重大项目集中落户咸宁；30 日，客商为何留下

来。两篇报道集中对中心工作——招商引资进行立

体、连续报道，体现了紧跟跟紧要求。

抓好策划报道。22日六版，化不开的云咸情，策

划精心、实施精细，成稿精彩，编排用心。

用好图片报道。20日四版，一缕春风绿两岸，照

片精美、文字唯美。

几篇亮眼稿件。25日一版消息，赤壁电子产业

成百亿航母，用老瓶装了新酒；同日四版，一份建议

换来一片绿色，主题大、切口小、层次明；22日四版，

盛满春天的小酒窝，用故事、用细节讲新闻。

需要改进的是：清样前的时政报道存隐患，如党

史学习教育仍然多次用成“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等

等。

◆第一周（3月1日—7日）
总体评价：
本周各媒体出版推送正常，做到了导向正确，中

心突出，质量稳定，各有特点。

具体评价：
1、中心工作报道、重点策划报道突出。系列报

道《高质量发展的咸宁答卷》标题一致，字数相同，内

容扎实，切合主题。“经开区调研行”推出了通山篇

——不用扬鞭自奋蹄，通城篇——补强链条兴产业，

做到了有重点，有力度，有高度，符合栏目要求。

2、编辑质量上升，编排更加规范。一、二版编辑用

心，选稿准确，组合得当。专刊各版面稿件质量正在上

升。健康版新闻实现本地化，内容可读，体现了接近

性。时事版选稿精准，做到了重大新闻无遗漏。

3、两篇新闻可圈可点。“通城探索 5G 云养猪新

模式”“咸安尝试纳米养鱼新技术”，点子新颖，写作

规范，层次清楚。

好时评要有“四个度”
——以《钟声再响：倡导“时间文明”新理念》为例

咸宁日报出版中心 邓昌炉

新闻评论被誉为报纸的旗帜和灵
魂。党报评论要在众声喧哗中发出最
强音、占领制高点，就需要生产更多高
质量的思想产品，用有高度、有深度、有
力度、有温度的评论来吸引人、感染人、

影响人。
事实上，在业内，大家基本上也是用

这“四个度”来衡量新闻评论的质量。《钟
声再响：倡导“时间文明”新理念》获得月
度一等奖和总编辑奖，自有其道理。以
下就用“四个度”来测量一下它的品质。

所谓高度，是指评论在政治思想和
哲学思辨的维度上有高度。当多数人
认为“钟声再响”旨在留住“文化记忆”
的时候，笔者指出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倡
导“时间文明”，这就有了哲学的高
度。同时，将立论的背景置于“建党
100周年”和“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大背
景下，并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时势观，折射其眼光、胸怀和抱负。”文
章便有了政治的高度。

所谓深度，是指穷尽事理，就是对新
闻事实的剖析透彻、精准。这篇评论对

“时间文明”给出了精准的解释：所谓“时
间文明”，就是“识时、准时、守时、惜时”。
并对每一个“时”进行了细致辨析，真正能
让读者“深知”时间文明的内涵。

所谓力度，是指文章逻辑严密，论证
无懈可击。本文从新闻由头出发，分四个
层次，层层推进，依次提出论点（是什么），
分析论点（为什么），提出建议（怎么办），
论述的逻辑十分严密。特别在分析论点
部分，使用的论据很充分，有说服力。

所谓温度，是指评论有人文关怀，有
可读性，贴近人心。文章直接用咸宁市民
的感言开头，一下子将读者的距离拉近。
语言也相当讲究，读起来朗朗上口。如：

“钟声悠扬，感召我们识时知务、继往开
来；钟声雄浑，激励我们准点出发、准时到
达；钟声激昂，提醒我们守时守信、担当作
为；钟声响彻，催促我们珍惜时光、真抓实
干。”有文采、有气势。又如文章的结尾
句：“征途漫漫，惟有奋斗。人类的一切奇
迹都在时间中创造。希望在钟楼催人奋
进的钟声里，每一个咸宁人更懂得只争朝
夕，不负韶华，脚踏实地加油干！”既是观
点的升华，也是一种有力感召。

◆第二周（3月8日—14日）
总体评价：
宣传中心突出，媒体质量上升，差错风险依存。

具体评价：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有四个方面——

一是全国两会报道规范。两会开闭幕消息、重大

活动编排合理，两会热点、难点等选稿精确，本地相

关元素及时跟进（包括市长专访、发言讨论，程桔接

受采访一一见报）。

二是时政报道、特别是主要领导活动报道完整规

范，突出了主题，无遗漏和瑕疵。

三是组合报道体现了编辑思维。6 日二版的学

雷锋活动、8 日的旅游、9 日的三八报道、10 日的开门

红、11 日的工业技改，形成了报道强势，营造了良好

氛围。

专刊期刊版面质量上升。11 日五版观点新闻的

“微评”“漫评”观点新颖，吸人眼球；8 日香城故事的

开栏语比较精彩，两篇稿件写作也可圈可点。此外，

教育版、旅游版来势较好。

需要改进的是：重大差错风险依然存在，包括原稿

标题差错、新闻五要素差错等在清样前不时出现。希

望编辑记者养成精益求精良好习惯，认真对待自己的

稿件和版面，切勿“一写了之”、“一排了之”！

春节前夕，新媒体中心结合“就地过
年”这一热点，策划推出一组《今年过年不
回家》系列报道，聚焦不同人群响应政策
留咸过年的现状。

这组系列报道能够获评本报2月份
总编辑奖，既是对中心全员分工合作机制
的肯定，也是我们落实报网联动、做实融
合报道的一个成功尝试。

紧盯热度做策划
策划报道都是有“预谋”的。好的新

闻报道需要好的策划来进行谋篇布局，指
导实施落实，从而更好地配置运用新闻资
源，获得最佳的报道效果。

每逢重大节假日，提前策划、储备一
些选题是做好报道的“必修课”。今年春
节前夕，为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一些城市
陆续发出倡议，春节期间非必要不返乡，

“就地过年”也就成了新闻热词。于是，我
们选择这个热点做策划。定下的方向是做
接咸宁“地气”的报道：聚焦各行各业、不同
群体中留咸过年普通人，通过他们就地过
年的故事，反映各地各部门为留咸过年人
群提供的服务，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

选好角度做采访
这组系列报道一共7篇，反映的主

题虽然都是就地过年，但传递的都是

“此心安处是吾乡”“异地过年同样精彩”
的正能量。

为避免7篇稿件出现重复雷同，首先
在选择采访对象上，我们确定了医生、企
业员工、小商贩、快递员、小区保安、志愿
者等职业特点明显的人群。

比如，就地过年的医生，去年因为疫
情没回老家，今年同样主动选择留下，体
现了医务工作者的大爱与坚守；身为退役
军人的小区保安，主动响应号召留咸过
年，不给国家添麻烦，坚持参加小区疫情
防控值守；公司和客户主动慰问留咸过年
的员工，展现了企业对员工的暖心关怀。

带着温度写报道
融合报道，需要综合运用文字、图片、

视频等多种媒介元素来报道新闻。
可以说，这组系列报道每一篇都做到

了“见文、见图、见视频”，在视觉传达上不
仅更加形象生动，而且也适合不同的新媒
体平台传播，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喜
好。其中，微信做到了图文并茂，微博实
现带图发布，视频号侧重视频播放，报纸
则以特别报道的形式整版呈现，实现了
报、网、端等的多平台、多样化发布。

与此同时，我们注重以“小切口”“接
地气”的语言，展现老百姓最真实、朴素的
情感。例如，“煎饼嫂”一文，在文字表述
上采用的是短句、短段落，直接引用采访
对象的话语，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在视
频镜头呈现上，注重抓细节，通过采访对象
谈及家乡时偷偷抹泪的镜头，直击观众泪
点，映衬出了采访对象虽思念家乡，但顾全
大局、响应就地过年号召的思想情怀。

报网联动做实融合报道
——采写系列报道《今年过年不回家》的体会

咸宁日报新媒体中心 周萱

把典型人物写实写活
——采写《全国“五好家庭”系列报道》的体会

咸宁日报专刊中心 查生辉 焦姣

一月底，根据编辑部安排，专刊中心
采写了《全国“五好家庭”系列报道》，此组
系列作为人物报道，能获评本报月度总编
辑奖，给我们的启发有三点：

一是，写人物报道，首先应努力挖掘
典型人物的个体特色，避免千篇一律。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独特的闪光点，但有
的时候，对于典型人物的报道，出现了任
意拔高，千人一面的现象，其中的话语套
用在任何一个典型人物身上都似乎适
用，导致了读者的审美疲劳。只有找出
其特有的精神面貌和对自身人生观、价

值观的认识，才能把不同领域的典型人
物的感人事迹报道得有声有色。本组最
美家庭系列报道，有的家庭是廉洁，有的
家庭是孝顺，有的家庭是和睦，有的家庭
是爱心，不同的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特
点，围绕各自的特点去写文章，使得整个
系列报道的人物个性鲜明，更容易让读
者留下深刻印象。

二是，写人物报道应认真选取典型事
件。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一个人物时,往
往会把他放置在一个典型环境中,然后再
通过一件或者几件典型的事件凸显人物

的性格特征，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才
会栩栩如生。但人一生中发生的重要事
情实在是太多了，从无数的事件中选取哪
几件典型事件来凸现人物性格，十分关
键。

因此，在写作中，应学会取舍，舍弃无
关紧要的方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选取
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典型场景和事件，使
人物在典型事件中典型化、生动化，变得
吸引人、打动人、感染人，避免文章成为流
水账。如最美家庭系列报道中的喻梅兰
家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廉洁，喻梅兰工

作三十余载，从未利用职务之便为家人谋
私利，其妻子下岗后一直从事环卫工作。
于公，体现了他的廉洁正直；于私，则是他
对家人的愧疚。于是，他常常在天还没亮
时偷偷帮妻子扫街，并亲手为妻子扎制了
十余年的扫把……这些小事件的选取，也
让喻梅兰这个人物显得更加真实、立体，
有血有肉。

三是，词句精炼远胜于长篇累牍。一
般而言，大家都认为短小、单薄的文章支
撑不起一个厚重的典型，写典型事迹报道
就需要不惜篇幅。但典型是一个人，一个
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变化的人，不管用
多少篇幅都不可能将其描述完整。所以，
一篇好的报道不能考虑篇幅大小，而是需
要用精炼、生动的词语描述典型的言行和
精神世界。对此，最美家庭系列报道经过
多轮修改后，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言语，
使文章整体显得更精炼，更简洁。

视觉中心策划拍摄的《就地过大年
同心建大桥》专题，能获评本报月度总编
辑奖，既是领导对视觉中心工作的肯定，
也是一种激励。之所以能获得此奖项，本
人概括一句话，好的摄影专题，只有在盯
准热点、找准落点、定准焦点上下功夫，才
能拍摄出有新闻价值、读者关注度高、社
会影响力大的图片新闻。

盯准热点。今年春节，“就地过年”成
了热词。为配合疫情防控，许多原本打算
返乡与家人团圆的人们，纷纷响应“就地
过年”的倡议，主动选择就地过年。赤壁
长江大桥作为我市目前投资最大的在建
项目，关注度一直很高。于是我们及时联
系相关人员，回答的结果是130余名工人
全部选择留守工地，架桥不停歇，春节不

打烊，就地过大年。
找准落点。如何用手中相机去反映

赤壁长江大桥广大劳动建设者就地过
年？我提前收集资料，制定采访提纲，计
划以《影像咸宁》栏目整版推出。正月初
二，我与夏正锋驱车前去采访，由于事先
做了充分准备，相关建设情况早已了然于
胸，采访拍摄时就非常得心应手，较好顺
利地完成了拍摄报道任务。

我认为，做好新闻策划报道，最主要
的就是要找准新闻落点，善于发现身边发
生的重大建设项目，把就地过大年作为采
访切入点进行采访拍摄，效果自然出彩。

定准焦点。好的新闻摄影专题报
道，必须通过精彩的图片+优美的现场
文字，定准焦点，才能相得益彰。《就地

过大年 同心建大桥》这篇专题报道从
图片上讲，不摆拍，着重突出人物焦点，
采取现场抓拍的方式，摄取精彩瞬间。
例如，拍摄大桥吊装钢横梁场面时，几
名来自鄂州的工人正抓紧吊装，我们以
高大的桥墩作为背景，衬托出工人紧张
建设的场景；在工人休息营地，处处挂
起大红灯笼，贴上了春联。于是，我们
在吃年饭现场，运用相机镜头抓拍工人
与家人团聚过大年的喜悦之情，图片刊
发出来后，效果理想，展示了人物内心丰
富的情感，呈现出就地过大年的浓浓年
味。从文字表现上，我们从不同人物入
手，分别采访了家属、施工人员、项目负
责人，真实记录他们春节期间在平凡工
作岗位上敬业奉献的故事，以及家属对

他们的理解和支持。通过文字生动表
述，再加上不同角度的新闻图片进行组合
刊发，使版面效果更加鲜活直观。

围绕“三点”拍好图片新闻
——拍摄《就地过大年同心建大桥》专题报道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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