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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说道：弄潮儿向
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作为党的政
策主张的传播者，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就是我们手中的红旗。我们要举
好这面旗帜，才能凝聚民心、育化新人、
振兴文化、展示形象。

作为社会改革进步的推动者，怎么
样才能举好这面旗帜？习总书记在今年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给我们指明
了方向，那就是：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
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
增加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
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
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
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首先是练脚力。好新闻都是用腿跑
出来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则故事。
今年夏天，原本就缺水的邵东因为龙潭
水厂关闭，供水问题变得更加紧张。市
政府紧急调水驰援邵东，可市区本身供
水已接近饱和，近百万人口的饮水问题
压在了市自来水公司肩上，怎么办？市
自来水公司只有一方面调水保供，一方
面查漏止损，艰难为继。就是在这样的
情况下，我跟班了一个抢修小队三天时
间，跟着他们赶到现场，关闸，破道，挖
泥，切割，吊装，焊接，填平。最短的爆管
维修也要6个多小时，师傅们基本上是
轮流跳进泥水坑里作业。但他们只有一

个信念，就是赶紧修好，赶紧送水。因为
他们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一处爆管，
有多少户停水的市民饥渴等待呀！所
以，那段时间，我的文章和镜头全部落
在了抢修师傅身上，《斗酷暑，保供
水》《鏖战18个小时》《抢修工人的午
餐》《夜战西外街》……通过新媒体
和报纸相继推出。很多市民看到这
些带着“泥巴水”的文章和散发着

“汗渍味”的照片后，对于停水，从责
难转变为支持和理解：停水之后，供水
人比我们更着急。所以写新闻，一定要
到现场去，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写出
来的东西才有底气。

其次是练眼力。作为时代风云的
记录者，没点眼力，你随时会“下课”。
眼力就是观察力、发现力，眼力的背后
是判断力、辨别力。

再次是练脑力。凡事多想想。信手
拈来的从容，都是源于厚积薄发的沉
淀。所以不练脑力，不多思考，随随便
便就落笔，就难免在一些问题上失之
浮浅、失于片面。

最后是练笔力。作为公平正义的守
望者，我们手中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笔，
练脚力、练眼力、练脑力，最后都要通过
笔力来体现。笔力，看起来是一个语言
艺术，本质上是个文风问题。文风问题
怎么解决？就是把脚力、眼力、脑力综合
起来，带着感情走基层，转作风，改文
风。到群众中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
是要坚持以人民为新闻报道的主体和
服务对象，通过报道充分反映人民群众
的意见、愿望、要求和呼声。文风改到位
了，笔下自有千斤力，文章才能做到不
虚不假，不冒不夸，不空不泛，不乏不
钝。如此，宣传思想工作才能更有凝聚
力、引领力、感召力和穿透力。

我们新闻工作者要坚定共产主义
信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定不移
忠实宣传好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做一名政治坚定、引领时代、忠诚
专业担当的新时代记者。

做忠诚、专业、担当的新时代记者
邵阳日报社经济新闻部 朱 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指出，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
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
工作队伍。广大宣传思想工作者要以增
强“四力”为抓手，不断提升宣传思想工
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凝聚力。

有脚力，我们才能走基层、接地气，与
人民打成一片。人们常常称记者是跑新闻
的，很少讲是“写新闻的”。可见“四力”之
中，“脚力”为首，尤为重要。我们的稿件要
想吸引群众，就是要下到基层一线，到新
闻发生的现场，沾泥土，浸露珠，这样的作
品才有生命力。近几年，我们向中央和省
级媒体送的稿件，越是贴近基层、贴近一
线的，越容易被采用。比如去年我们制作
的《看得见的变化》，为了拍好在崀山辣椒
峰悬崖上种植铁皮石斛的“蜘蛛侠”，我早
上天没亮就起来，全程跟着两位种植户，
光是爬山就爬了八九个小时。与我们合作
的新宁台记者更是不惧危险，用绳索绑着
身体放到悬崖上拍摄，而最终出来的就是
条三分多钟的稿子。但正是由于我们全过
程记录，并且应用航拍、运动相机等多个
机位生动地记录下他们在上百米的悬崖

上种铁皮石斛的震撼场景，最终这条稿子
被央视等媒体采用。

有眼力，我们才能在世态万象中捕
捉新闻。去年，我随省市领导在邵东调
研时，其中一个点就是邵东的怡卉园。
这原本是一座石膏废矿，一位当地的
矿老板自掏腰包进行生态修复，最终
打造成一座高品质的休闲公园。随领
导调研后一周，我再次来到怡卉园，做
了一条《废矿“变形记”》的稿子。在采访

过程中，我利用航拍，将公园内怡人的风
景和公园背面满目疮痍的废矿区进行了
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并重点介绍
了怡卉园开发公司的矿业资本转型的过
程，较好地挖掘出一个从“黑色经济”向

“绿色经济”转型的样板。新闻传上去不
久，就在湖南卫视、湖南经视播出，被评
为湖南广播电视奖消息类一等奖。

有脑力，我们才能思辨敏捷，不仅
要讲好故事，还要把握好时度效。我和
我的同事现在已经养成了准时收看中
央新闻联播、湖南新闻联播的习惯，其
中最重要的就是看他们在做哪方面的
报道宣传，然后思考分析：这一方面我
们邵阳有什么特色和亮点，再确定选
题，这样一来，我们报道的质量和上稿
的采用率大大提高。今年1月至10月，
邵阳新闻综合频道在湖南卫视发稿
268篇，同比增长110%，连续9个月在
全省城市台中排名第一。特别是今年
9 月份，我们整个邵阳地区拿到了全
省通联排名第一，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有笔力，我们才能下笔如有神。增
强笔力，就是要会表达、善于表达，用真
情实感的文字、故事，成风化人，润物无
声。新时代，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我们记者的表达更要与时俱进，不
断创新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用老百姓
习惯的阅读方式来创作新闻作品。

不断锤炼“四力”，当好新时代的宣传员
邵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谢国雄

我是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于
1997年改行当记者。我深感新闻业务知
识之不足，千方百计挤出业余时间钻研
新闻理论知识。2007年，我撰写的广播
消息《我县建成全国第一套山洪防御系
统》，在“湖南广播电视奖”评选中获二
等奖，成为绥宁县广播电视台首次在

“湖南广播电视奖”评选中获奖的记者。
2009年，我撰写的电视长消息《绥宁：十
万亩杂交水稻制种制成全国种业第一
县》荣获“湖南广播电视奖”三等奖。

电视宣传是个十分繁忙的工作岗
位。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路途远
近，我能够做到闻讯即动，出色地完成
新闻采访制作任务。2017年6月至8月，
绥宁县发生特大洪灾，我舍小家顾大
家，始终战斗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多次
不顾生命危险在现场拍摄。从6月25日
到7月10日，我个人采写抗洪救灾新闻
稿件102篇，许多精彩镜头被央视、新
华网等国内各大媒体、网站采用，生动
地反映了绥宁县抗洪救灾的真实情景，
也为外界及时快捷地了解绥宁灾情发

挥了积极作用。我在患有肩周炎和痛风
的情况下经常强抑病痛坚持采访，特别
是洪灾期间，我母亲因重度心脏病要去
长沙治疗，在繁重的采访任务面前，我
没有请假一天，每天都是早出晚归，
坚守岗位。我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成
绩受到绥宁各级领导的肯定，荣获

“邵阳市抗洪救灾先进个人”和“绥
宁县抗洪救灾先进个人”等荣誉。

唱好本地戏，打好本地锣，是广
播电视宣传重要的职责和永恒主题。
我总是组织记者精心制订宣传计划，
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中心，开
展专题报道、系列报道、深度报道，全
面提升宣传质量，使之在服务和促进
全县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出显著作
用。2017年、2018年，我牵头策划了20
多个选题的系列专题报道，播出专稿
近 50 篇，使专题宣传形成了宏大声
势，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作为一个县台的新闻记者，我既
当摄像师也写文字稿，同时还要剪辑
新闻图像。面对这么多压力，我总是积
极虚心向领导、同事请教，经过 20 多
年的摸爬滚打后已经熟练掌握了各项
采编技术，业务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20 多年来，我做一行爱一行，对
选择这个职业始终无怨无悔。因为我
用镜头记录了我县的发展足迹，用图
像和声音向群众传递了最新、最快的
信息。在工作中，我能自觉以一个党员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思想道
德建设。我一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指示，身先士卒，坚持舆论先行，打头
阵，当尖兵，成为解放思想的“先行
官”、改革创新的“助推器”，开拓进取，
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新闻工作者。

用镜头记录绥宁的美丽变化
绥宁县广播电视台 孙芳华

近年来，邵阳喜事连连：成功创建
全省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高铁开
进了城、飞机飞上了天；产值过亿元企
业超过200家、市本级财政收入跨越百
亿大关后继续节节攀升，距离“二中心
一枢纽”目标越来越近，十三届省运会
成年组承办权花落邵阳……

做好十三届省运会成年组新闻报
道，是每一位编辑记者的职责和使命。
如何体现新媒体的优势，如何用网言网
语讲好赛场故事，是当时我思考得最多
的事情。面对这场省级精彩赛事，我们
精心策划后，决定在全媒体推送的基础
上，增加一项报道载体——“网络直
播”。就这样，一个由12人组成的云邵
阳精英直播团队成立了。

第一场直播是在8月22日，女子
气排球比赛，邵阳决战娄底。预告一发
出来，就受到了多方关注。省运会官
网、衡阳新闻网第一时间转载，热度高
涨不下。评论区一开始被“邵阳加油”

“旗开得胜”的鼓劲声充满，紧接着“娄
底必胜”“娄底反超”的呼声赶了上来，
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最终，这场直播，
观看人数达到9.73万，唱响了赛事宣
传报道的“开门红”，让我们非常振奋。
我当即明白：直播不仅要继续，还要做
得更好、更扎实！于是，我们将目光投
向了男子篮球决赛。

8月28日、9月2日、9月3日……

男篮从初赛决战到四强，我们每场赛
事都在现场，跟着运动员的步伐，捕捉
他们的精彩瞬间。在3 日晚上更是加
班加点赶制了一个男子篮球赛集锦
视频，为直播造势。

9 月 4 日晚，决赛将至。上午，
直播团队提前入场布线，这时我们
才知道，原来这场长沙对决衡阳
的比赛，在全市、全省，都仅有云邵
阳一家直播。湖南经视芒果 TV 直

播主动联系了我们，要我们分享直
播链接，以供他们转载。经视需要这场
赛事的直播，那么长沙市需不需要？衡
阳市需不需要？我们赶紧联系了长沙
晚报和衡阳日报，果不其然，他们非常
高兴地将直播链接放在掌上长沙、掌
上衡阳的显著位置。

有位市民看到在市体育中心忙进
忙出的我们，问：“你们做的直播，我们在
场外的人能看到吗？”他说，家里人非常
喜欢篮球，3日那晚来了，可是没票进不
到场内。“这是全邵阳的盛事，身为邵阳
人，没有近距离体验一次，太遗憾了！”

老乡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我
们突然灵机一动。体育场的巨型LED
显示屏，不正是一个现成的播放载体
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们联系了市
体育中心的场馆设施相关负责人，请
求将直播链接到显示屏上。这位负责
人非常热心地帮我们对接。当天下午，
体育场的LED显示屏上，就播放起了
云邵阳提前制作的男篮集锦视频。当
之前那位市民在场外看比赛后，大吼
了一声：“太棒了！你们太给力了！”

这场赛事直播最终吸引了邵阳、
长沙、衡阳、深圳、广州等全国各地的
网友观看，并引发广泛讨论，总播放量
突破100万，点赞数突破20万！线上融
媒联通，线下暖心互动，而在此之前，
我从未想过，一场直播可以做到如此
立体多样，如此淋漓尽致，如此深入人
心。也是这场直播让我更加坚信，无论
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只要我们
将焦点对准人民关注的地方，我们就
能收获群众的真心和真情。

焦点对准人民 收获真心真情
邵阳日报社新媒体中心 黄可乐

编者按：11 月 8 日
是我国第十九个记者
节。当天上午，我市召
开庆祝第十九个中国记
者节暨“德业双优”新闻
工作者表彰会议，对22
名“德业双优”的新闻工
作者进行了表彰。随
后，4 名“德业双优”新
闻工作者代表从不同角
度畅谈了践行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恪守职业道
德、以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做好新闻宣传工作
的实践和思考。现将他
们的发言摘要刊登，以
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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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均由邵阳日
报记者申兴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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