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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四力”，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8 月 21 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 对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
设提出的总要求。 “四力”是新闻人的看
家本领，也是提升综合能力的不二法宝。
“四力”层层递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无论缺少哪一方面， 都难以有效完成新
时代的宣传思想工作。

一年多来， 湖南宣传思想战线始终
把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作为全
战线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周密安
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全省宣传思
想工作队伍不断锻造过硬素质、 过硬本
领、过硬作风。

高举旗帜，凝聚磅礴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8·21”重要讲话中

指出，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事关党的前途
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
力和向心力。 这“三个事关”深刻阐明了
新闻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必须旗帜
鲜明宣传党的主张，阐释党的方针政策。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唱响主旋律、
壮大正能量，把人们的士气鼓舞起来、精
神振奋起来， 在湖湘大地上绘就最大最
美的同心圆， 让湖湘儿女凝聚新时代的
磅礴伟力。

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
品：电视新闻专题《十八洞村这五年》，就
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经典佳作，也是
记者胸怀大局践行“四力”的优秀作品。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
准扶贫 16 字原则，十八洞村由此名声鹊
起。全国上下也由此打响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攻坚战。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使十
八洞村在 5 年里走过了其他村庄 10 年，
甚至 20 年的发展历程。 在这个‘被压缩’
的时空里， 必然会集中爆发其他村庄需
要更长时间才会经历的困惑、 冲突、抉

择。
2014 年 1 月，湖南广播电视台的电

视新闻专题创作团队持续关注十八洞村
在脱贫路上经历的点滴，用真实的影像，
把凝聚人心、 选定产业的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产生的经验做法记录和报道出来，
推动精准脱贫的进程， 用鲜活的新闻事
实回答了总书记提出的 “可复制、可推
广”要求。 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强烈的社
会反响， 其展示的十八洞村脱贫经验为
各地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学习
样本，鼓舞了士气，获得第二十九届中国
新闻奖评委的青睐。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主心骨”。
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 组织全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举办全省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培训班和增强 “四
力“推动融合发展专题培训班，组织全省
新闻采编从业人员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和业务培训， 提高政治能力和业务水
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强化实践，练就看家本领
全省新闻工作者在实践中经风雨、

见世面、长才干，锻造能打胜仗的尖兵铁
拳，在新时代的舞台上记录历史时刻、写
下精彩华章。

不惜脚力，在深入实践中写新闻。 全
省新闻战线不惜脚力，把走基层、走现场
作为增强“四力”的最佳路径、采写推出
一批有温度、 冒热气、 反响好的新闻精
品。这些作品情真意切讴歌新时代、充分
阐扬新思想， 湖南日报新媒体中心的创
意互动《苗寨“十八”变》、湖南广播电视
台的电视专题《十八洞村这五年》生动展
现新时代风貌，有力彰显思想伟力。湖南
日报的文字组合报道《圆梦“巴铁”祭英
魂》（国际传播）、芒果 TV 和湖南广播电

视台联合制作的 《我的青春在丝路》，用
脚力深入到位于中巴经济走廊的伊斯兰
堡、喀喇昆仑公路建设现场、吉尔吉特市
中国烈士陵园等地，“一带一路” 沿线地
区第一线，用眼力找寻“中巴”故事、“新
丝路”精神传承，用脑力挖掘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宏大主题和青年丝路人奋斗背后
大国情怀，用笔力道出勿忘烈士、珍爱和
平。 湖南日报社组织开展“新春走基层·
家国又一年”主题报道，派出 100 多位记
者深入基层一线， 营造了浓厚的新春氛
围和家国情怀。

古语云：“耳闻之不如目见之， 目见
之不如足践之。 ”脚下有泥土，作品才有
芬芳。 特别值得“点赞”的是今日女报记
者谭里和，在 10 余年间拄着拐杖走遍了
湖南 122 个县 （市 、区 ），撰写新闻报道
300 多万字。 2019 年 5 月 26 日，谭里和
作为“全国自强模范”，在人民大会堂受
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全省新闻战线深入生活、贴近人民，
认真推进脱贫攻坚主题新闻创作， 注重
从三湘大地波澜壮阔地改革开放实践中
寻找题材、灵感，推出了一批浓郁“湘味”
的新闻精品。

湖南日报刊发的文字消息 《望城探
索宅基地资源跨村配置》、湖南广播电视
台的电视系列报道《咱们乡亲好样的》是
关注基层、反映农村的精品力作。
守正创新、找准增强“四力”的着力点

湖南宣传思想战线坚持立足守正创
新的重要阶段， 发扬敢为人先的湖湘精
神，保持思想的敏锐度和开放度，敢于打
破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 推动全省宣传
思想工作更好体现规律性、增强时代性、
富有创造性。

扎实推进“记者在扶贫一线”工作，
以新闻人特有的方式助力脱贫攻坚。 湖
南省委宣传部、省扶贫办、省记协从省直

新闻单位和央媒驻湘机构选派 20 名编
辑记者深入 20 个深度贫困县，开展为期
9 个月的“记者在扶贫一线实践锻炼。 编
辑记者既作新闻宣传员， 又当扶贫工作
者，跟随当地扶贫干部进村入户、访贫问
苦，同吃同住同劳动，把笔墨、话筒、镜头
对准扶贫工作现场和贫困群众， 全身心
投入、全方位参与，全面走访了 20 个贫
困县的 241 个乡镇、620 个村 （社区），采
写刊发报道 800 余篇（条），练了“脚力”
修了“眼力”，强了“脑力”磨了“笔力”。 这
些作品生动讲述贫困县扶贫领域的做法
经验和精彩故事， 营造了脱贫攻坚的良
好氛围。 全力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加快新
型主流媒体建设。 顺应舆论生态、媒体格
局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 全力推进媒
体融合发展， 湖南日报、 湖南广播电视
台、红网分别建立了以新湖南、芒果 TV、
时刻新闻为主体的“报网微端屏”新型传
播矩阵， 全省已有 122 个县市区挂牌成
立县级融媒体中心，新闻舆论的“四力”
得到明显提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在外交部湖南推介活动中， 按照增强
“四力“要求，积极整合各级媒体资源，组
织策划打赢了一场融媒体聚合发力，大
平台联合推介的宣传主动仗， 全网相关
话题总阅读量超过 90 亿，创造外交部历
次全球推介活动传播数据的最高值，展
示了湖南创新开放新形象。

作为新闻工作者要胸怀大局践行“四
力”，脚沾泥土，秉承公心，才能写出无愧
于时代的新闻作品。要适应新兴媒体传播
特点，保持思想敏锐性和开放度，探索更
加丰富多元的行文风格和内容传播方式，
善于运用短视频、 动画、H5、VR 等形式，
推出更多刷屏之作、“爆款”产品。同时，新
闻单位要积极顺应形势变化，推动编辑记
者知识技能转型升级，培养或招聘更多全
媒型、专家型新闻人才。

（紧接 B1 版） 从社会分层到媒介分层，
农村的弱势群体面临着社会身份与媒体
话语的双重边缘化， 这种符号宰制进一
步深化了弱势者的我群 ／他群之感，从而
自我贬损、自我憎恨感。 增权 ／充权（em鄄
powerment） 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增权与无权、赋权与失能、培力与无力，
都是相对的概念。 权力不仅客观存在，也
蕴含着人们的尊严感、福祉感、重要感等
主观感受。 ⑦贫困区域农村出现政治新闻
的机率比较有限， 这是基本的实施。 为
此， 认真策划好针对农村地区的新闻报
道是一种“赋权”的做法，不仅要“媒介赋
权”，还要鼓励农民“自我赋权”。 要善于
发挥政治新闻传播效能， 加深对农村媒
介生态环境的认知程度， 制定出切实可
行的媒介环境优化策略， 最终实现良性
循环。 湘西十八洞村的传播实际较有特
色，需要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以便更好
地实现媒介环境的独特优化。

其二，建构多级传播圈层：确立“硬
新闻、软着陆、外辐射、人文性”的传播定
位。 基于受众媒介素养和传统文化，按照
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 逐步改变刚性覆
盖和信息配置失当的局限性。 要“讲好中
国故事”之湘西篇，要注意到时政新闻的
有限性，要发掘“故事”和“讲述”方式，将
政治传播作为一个起始， 最终走向以人
为本、从人出发的新闻话语，考虑传播层
面的“到达率”和“市场占有率”之间的关
系。 如，十八洞村单身汉的“脱单”成为一
个重要的报道议题。 《团结报》微端“湘西
头条 ”的新闻 《今天 ，十八洞村 44 岁的

“金哥”结婚了！ 》，里面涉及到十八洞村
单身汉再“脱单”、致富“脱单”感谢党等
内容。 此外，在贫困区域农村进行政治新
闻传播时，各级媒体要加强沟通协调，防
止同质化现象，避免新闻报道的单一性、
片面性和重复性。 当政治传播泛化成其
他文艺传播时， 意识形态的涵化效果更
好，如电影《十八洞村》等等，这对不同形
态、不同属别、不同层级的媒介都是很好
的题材经验。 同时，还要注意政治新闻传
播对贫困区域造成的“孤岛”现象。 其指
的是： 政治新闻发生地媒介生态实现优
化的同时， 相邻地区媒介生态却没有得
到优化，呈现出“孤岛”现象。 当前，十八
洞村政治新闻的传播切实考虑到了当地
苗族文化和社会文化对接时的恰当处
理，附近村寨的媒介生态也得到了优化。

其三， 提升面向农村的新闻传播信
息能力：借助政治新闻的传播，实现农村
媒介生态系统的持续优化。 厘清政治宣
传与政治传播之间的关系， 加强对传播
媒介与政治之间的互动研究， 加强对现
代政治传播的政治劝服、政治象征、政治
修辞的了解，注重“制造同意的艺术”，是
当前中国政治传播中亟须重视的内容。 ⑧

应该认真反省传统的传播理念与政策，
实现从宣传到传播间的观念转换， 既不
能夸大政治新闻对媒介生态优化的特别
作用，也不能将此作为一种“权力的强迫
力”。 面向贫困区域的政治传播关系到
“政治形象”“政府形象”“政党形象”“政
治人物形象”， 就十八洞村的报道而言，
关系到中国国家形象、 共产党的执政形

象、乃至国家领导人形象、党群和干群关
系等。 如十八洞村的首次报道中描述了
总书记视察活动的细节：“怎么称呼你？ ”
总书记紧紧握住 64 岁的苗族老人石爬
专的手，并说：“你是大姐。 ”这一细节被
各大媒体转述， 总书记握住老人的手说
“你是大姐”这一亲民形象跃然纸上。 国
家领导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得以广
泛展现。

综上所述， 十八洞村扶贫实效的提
升、媒介生态的优化与政治新闻传播密切
相关。 李红艳认为，从新农村运动到新农
村建设：乡村成为传播中心。⑨西部大开发
以来，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深刻改变着乡村
的生存面貌，乡村信息化及其引发的变革
也深刻地改造着农村的媒介生态体系，当
前贫困区域的政治传播应转向 “沟通”和
“控制”，应该重视“信息”在乡村治理中系
统作用。 政治传播的行为主体是政府，媒
介是引领公众理解信息的意见领袖。政府
和媒体如何合理利用政治新闻传播，如何
利用农村内外部的官方和社会资源，尊重
农村传播规律， 推动乡村与媒体发展互
动，是与时俱进的重要课题。 湘西十八洞
村的新闻报道为中国脱贫攻坚战讲好湘
西故事，传递好湘西声音，起到不可限量
的重要作用———湘西的故事背后是中国
农村故事的缩影。 借鉴这些信息传播中
的经验和教训， 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背景下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媒介助
力和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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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增强“四力”的践行者 凝聚新时代的磅礴伟力
———湖南新闻战线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综述

杨元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