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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人民群众获取

新闻信息越来越多元，也越来越快。新媒体迅

速发展壮大，给传统媒体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但随着媒体的发展，新媒体和传统媒体逐渐融

合，这是媒体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市县一级

的广电台、报纸，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不仅

要深耕新闻主业，更应该主动拥抱新媒体，借

力新媒体赋能传播，传播正能量。

一、传统媒体要借助新媒体的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因势而谋、应势而

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

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

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

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新形

势下，电视传统媒体作为主流媒体、党和政府

的喉舌，如何拥抱新媒体传播方式，尤其是利

用好新媒体具有的优势，一直是我们摸索和探

讨的问题。

2017年5月，邵阳一大学生在雨夜骑车回

家途中被掉落的玻璃砸中，送进重症监护室观

察。当时记者采写之后，发现受伤学生家庭贫

困，无力支付高昂费用。如果等到次日晚上新

闻播出，新闻变“旧”闻，受伤者治疗将错过

最关键时刻，筹钱更是难上加难。于是，邵阳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当即决定，趁着舆论

热度，将新闻推送至微信公众号“邵阳电视

台”发布。新闻一发，全城市民立即爱心接

力，成功募集50余万治疗费用，不少市民甚至

走上大街为受伤大学生募捐。最终，这个家庭

得到全社会的关注，第一时间受到社会各界爱

心帮助，受伤大学生最终经过多次手术后，身

体恢复较好。

2017年，邵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推出喜迎十九大重大成就报道《看得见的幸

福》，这个专题片集中全方位展示邵阳县市

五年来的巨大变化，突出邵阳在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治国理念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方面

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个专题片几乎是邵阳广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出动最强采编力量的一

次专题拍摄，当时全频道出动50余人，深入田

间地头、工厂企业、百姓人家采访，耗时近一

个月拍摄制作完成。《看得见的幸福》通过多

渠道融合传播，提升节目影响力和传播效果，

除了在新闻综合频道、邵阳传媒网、爱上邵阳

APP、县市台跟播并上传腾讯视频外，还积极

与各县市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资源联动，制作

各县市单独小视频，便于在微信朋友圈传播，

立体式推动节目反响热烈。这次融合传播，不

仅仅提升了节目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还擦亮

了邵阳广电品牌，受到邵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的肯定和湖南省委宣传部的表扬。

二、融合不是单纯“搬家”应有再创造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融媒体时代，越来越

多的受众更愿意选择视频类新闻，不太愿意花

时间阅读。视频新闻正在成为一种主流新闻形

式。随着新型媒体的冲击，很多地方广播电视

浅谈地方台新闻融合传播
周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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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报纸纷纷寻求转型，尝试拥抱互联网，吸

引更多观众读者。然而很多的转型只是把传统

渠道播发的内容，复制粘贴到相应的APP上，

并未进行深度二次再加工再创造。

2019年12月底，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到怀

化市调研，这条新闻同时出现在湖南卫视《湖

南新闻联播》和芒果云APP平台上。芒果云

APP的新闻标题是《杜家毫来到溆浦县看望网

红“支教奶奶”》，选取杜家毫书记与支教奶

奶在一起的画面，以及一些相关空镜头，进行

编辑制作。 这个作品推出后流量就很可观，

当天阅读量突破了10万。一个传统的时政稿

件，把新闻的亮点挖掘放大，成功地进行了二

次有效传播。

2019年7月，经过连续强降雨天气，邵阳

资江段上游来水较猛，邵阳城区很多路段、中

心城区都被倒灌淹没，受灾面积较大。当时水

利部门预测，洪峰过境邵阳市区将超历史水

位。邵阳市主要领导纷纷到市区各安全隐患点

进行排查。邵阳新闻综合频道派出多路记者，

拍摄主要领导即时类新闻，并第一时间在《邵

阳新闻联播》播发。同时，抖音编辑对新闻素

材进行第二次加工，第一时间制作了《洪峰来

临，通宵抢险救灾》《向一线抗灾者致敬》

《抗险救灾在行动》《Pick你的平凡英雄》

《洪水褪去温暖依在》等短视频，点赞达到20

万，阅读累计近千万。邵阳市主要领导给予了

充分肯定。

三、双方相互学习借鉴 赋能新时代

融媒时代，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

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

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人在哪里，新闻舆论阵地就该在哪里。据相关

数据统计，我国网民数量逐年上涨，网民规模

达8.29亿，其中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6.75亿。

目前，市县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依然是时

政类新闻报道的主角。虽然渠道上不断拓展，

技术上不断创新，但是很多新闻作品没有很好

地贴合互联网思维。央视《新闻联播》积极融

合传播，今年先后进驻微信公众号、微博、抖

音、快手等网络平台。在网上播出的短视频，

基本上都采用了互联网思维，通过主播说新闻

的形式，把当天节目的关键新闻串联起来，短

小精悍，成功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大家直呼

看这么硬核的新闻也可以这么“过瘾”。而芒

果云APP最新推出的《杜家毫来到溆浦县看望

网红“支教奶奶”》短视频，利用了互联网思

维，阅读量超过11万。

融媒时代，人人都是媒体。信息通过网络

平台一旦发出，就要接受网民检验，现阶段舆

论监管较为困难。如何筑牢传播防火墙，依然

是新媒体需要加强的地方。

新时代新语境，传统媒体要正视到新媒体

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利用相关传播优势，加快内

容生产和创新，规划好发展方向，转变原有的发

展方式，注重传播方面的创新，提升网络宣传思

维，通过新媒体赋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邵阳市广播电视台）

编辑／肖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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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势 缺 陷

广播级短时延

直播推流设备

（4G背包类）

视频码率高，画面画质高，

在1080P视频格式下最高码率可达10M，

满足广播级播出要求。

    部署条件苛刻，需专业技术人员操作，

实现多方对话实时通讯功能成本高。

延时相对较长。

民用视频

会议级设备

普及率高，设备提供便利。

操作简单，容易部署。

方便实现多方对话实时通讯功能。

通常端到端的延时可控制在200-400Ms以内。

视频码率低，画面画质差，

无法满足广播级播出要求。

软件界面固化，

不适合电视节目制作需要。

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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