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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使命，打造对党忠诚的新闻铁军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发言摘登

站在天安门上看问题，站在田埂上找感觉
人民日报社湖南分社社长 刘磊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为我们做好新闻舆论
工作指明了方向， 注入了
新动力。首先，新闻舆论工
作者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同时，新闻舆论工作者
要提高业务能力，转作风、
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
察实情、说实话，努力推出
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

作品。 正如人民日报社社
长杨振武要求的， 站在天
安门上看问题， 站在田埂
上找感觉。 站在天安门上
看问题， 就要求我们增强
“看齐意识”， 时刻与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站在田
埂上找感觉， 就要求我们
深入基层，贴近实际、贴近
生活、贴近群众。

切实加强新闻舆论阵地建设和管理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 朱建纲

总书记的48字要求，是
对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职责和
使命的系统阐述， 具有非常
鲜明的时代特征， 是新形势
下加强新闻舆论阵地建设和
管理的根本之举。

作为政府管理部门，我
们要做好三方面工作。第
一， 要敢抓敢管， 敢于“亮
剑”， 树立导向管理的权威
性。第二，讲求创新法则。一

方面， 要主动适应分众化、
差异化的传播趋势，加快构
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大力推
动媒体融合发展； 另一方
面， 针对网络媒体发展的新
形势，加强新媒体监测手段
和舆论引导的能力； 第三，
加强队伍建设， 加快培养一
批政治坚定、 业务精湛、作
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
闻舆论工作者。

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讲
话精神，办好湖南日报，我
们要着力增强三种意识。

增强“看齐意识”，坚
持党报姓党， 坚决落实办
好党报政治要求。 要向人
民日报看齐， 发扬湖南日
报坚持党性原则的光荣传
统， 体现湖南日报鲜明的
政治特色。在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 都做到政治信
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
治方向不偏。

增强“创新意识”，加
快融合发展， 加快落实办
好党报的转型要求。 近两
年， 湖南日报按照省委对

新媒体发展的顶层设计，
组建了湖南日报社新媒体
中心，形成了以新湖南、湖
南微政务为龙头的移动新
媒体矩阵，“飞入千家万
户，服务千家万户”。

增强“人才意识”，加
强队伍建设， 认真落实办
好党报的作风要求。 湖南
日报集中了一批政治坚
定、业务精湛、作风良好的
党报编辑记者， 但要跟上
时代步伐、适应受众需求，
还需要我们走基层， 接地
气，做爬山虎式的记者，讲
有温度的故事， 让党和人
民放心。

增强三种意识，办好湖南日报
湖南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 蒋祖烜

我结合湖南广电的做
法， 谈谈我们对内容创新和
融合发展的体会和思考。

在新闻宣传创新上，前两
年我们在坚持讲好故事、树新
典型、传正能量方面，做了一
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
一定成效。今年我们的新闻宣
传创新，就是要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增强吸引力和感染
力”的要求，紧扣时代脉搏，再
策划1-2个像《绝对忠诚》那
样的“现象级” 新闻大片。同
时，倡导编辑记者“走转改”，

做“爬山虎”式的记者。
文艺宣传方面，我们将立

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大原创
力度，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
度、有品质的作品和创新节目。

我们要通过传播方式的
革新，主动适应大众传播模式
的新变化、新格局，全力打造
全媒介、 全流程的立体传播
圈，把受众向我们打造的“红
色”舆论高地积极导流，实现
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
主流思想舆论的终极目的。

全面推进创新，打造舆论引领新高地
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 吕焕斌

习近平总书记48个字
的总概括高屋建瓴， 使我
们认识到了自己工作的价
值关乎治国理政， 关乎定
国安邦，关乎旗帜道路，关
乎前途命运， 把个人的职
业生涯、 媒体的工作价值
提升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层
面， 使我们每一个从业者
有了荣誉感，有了自豪感，
当然更有了责任感。

学习总书记的讲话，
我个人有三点体会。 第一
是工作目标更明了。 总书

记的讲话让我们的工作有
标可对、有齐可看，使我们
工作方向感更强、 目标更
清晰。 第二是工作底气更
足了。 总书记的讲话既是
对媒体过去“三坚持”的充
分肯定， 也是为党管媒体
工作做了大量工作的管理
者的打气鼓劲。 第三是工
作责任更重了。 总书记的
讲话指明了建设媒体的方
向。 我们将高举“媒体姓
党”和“融合创新”两面旗
帜来推动媒体建设。

集聚不同平台形成传播力和影响力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传媒
董事长 龚曙光

坚持“互联网思维”，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中南传媒集团董事，红网党委书记、董事长 舒斌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媒体
的48个字让人眼明心亮，豁然
开朗。我结合红网工作，谈三点
学习体会：第一是必须坚持党
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始终用正
能量引领。第二是要俯下身、沉
下气，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深
度、有品质的作品。第三是要适
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在
媒体融合发展上下功夫。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

媒体融合发展，始终坚持“互
联网思维” 全面提升技术实
力、产品丰富程度、综合影响
力和用户粘度。我们将新增加
全省宣传思想工作板块，开辟
文化、阅读、理论智库等频道。
同时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传媒
资源重组， 成为多渠道传播、
多产业运营，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公信力并重的湖南新
型主流媒体。

培养符合48字精神的新闻后备人才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 龚向明

打造一支让党和人民
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
不仅要抓好当下传媒人才
的教育与引导，更要不断强
化传媒后备人才的培养教
育工作，这需要高校的新闻
学院在这方面担负起职责，
努力培养符合48字精神的
新闻后备人才。

第一要继续强化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一方
面我们要利用部校共建平
台加强课堂教学， 另一方
面要注重讲座、 座谈等第

二课堂的教育， 为常规课
堂做有效补充。 第二要继
续强化新闻舆论导向教
育。 突出抓好新闻媒体的
政治属性教育。 第三要继
续强化媒介融合新型传媒
人才的培养。 我们在推进
部校共建的工作中， 不仅
要建设有关媒介融合的精
品课， 还要加强与新闻媒
体的合作， 促进双方在新
媒体产品研发、人才培养、
媒体融合研究等领域开展
深度合作。

好记者应当是“爬山
虎”，不断攀登却从不曾离开
地面。从歌曲《不知该怎么称
呼你》 的走红， 到对十八洞
村、香草源的报道，都阐释着
同样一个道理： 只有用心用
功，才能推出有筋骨、有道德
的作品， 才能让有温度的故
事感染人、引导人、涵养人。

“基层跑遍、跑深、跑透了，

我们的本领就会大起来。”习近
平总书记曾经这样说。 这次调
研， 总书记更是语重心长：“基
层干部要接地气， 记者调研也
要接地气。” 基层是新闻的富
矿，群众是新闻的主角。新闻工
作者应该主动走到群众中去，
讲百姓话，想群众事，在贴地皮
中把准时代的脉动， 在接地气
中感受民生冷暖。

用“爬山虎”精神做“走心”的新闻
湖南日报时政新闻中心执行主任 蒙志军

新闻舆论工作已经进入
了新时期， 可以形象地概括
为“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是
因为新闻舆论工作提高到事
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崇
高地位；“新”是因为新媒体新
技术对新闻的重新定义和舆
论场格局的重新布局；“开发

区”是因为国际舆论场上需要
出现中国声音。

我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
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
职责和使命提出的48个字，
可以浓缩成一句话： 为党办
事，让人民满意，党中央就给
你点赞。

新闻舆论工作已进入“高新技术开发区”
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 杨壮

2月19日， 习近平总书记到人民
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3家中央
新闻单位进行实地调研， 随后主持召
开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闻
舆论战线唱响了一首“春天的故事”，
迅速引发我省宣传系统的学习和讨论
热潮。

2月22日， 我省召开中央驻湘新
闻机构和省直新闻单位负责同志座谈
会，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会上，围绕如何进一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我省
新闻舆论战线适应形势发展积极改革
创新，全面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新闻
出版系统有关单位负责人、 媒体记者
和高校新闻院所代表分别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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