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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来了很多记者朋友，
许多是远道而来。 大家对会议
作了大量、充分的报道，引起了
全世界广泛关注。”

25日， 新一届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
习近平总书记用暖人心扉的开
场白，向记者们表示衷心感谢。

见证盛会，记录辉煌。党的
十九大，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
3000多名中外记者前来采访
报道。

中外聚焦“十九大蓝图”

10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
堂，全国的目光向这里汇聚。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 亿万
人民通过电视直播、门户网站、
手机等各种渠道， 关注党的十
九大开幕盛况， 关注作为中国
共产党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的
十九大报告。

会场内， 热烈的掌声不时
响起。会场外，人们几乎可以在
第一时间从各种终端看到图
像、读到文字。放眼世界，在脸
谱、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
同步推出的新华社有关十九大
的直播报道， 吸引全球网友大
量点击。

为了这个万众瞩目的伟
大时刻，中央主要媒体以最强

阵容、最优策划、最精干的采
编队伍、 最充分的技术保障，
做好十九大开幕报道，通过现
场直播、现场连线、现场解读、
图文滚动播出等方式，对盛会
实况进行了全渠道覆盖、全景
式展现。

跟随盛会的脚步， 世界进
入“北京时间”，全球媒体的聚
光灯又一次对准中国。

据对39家国际主流媒体的
不完全统计，18日零时至20日
12时， 这些媒体发表相关英文
报道逾400篇。

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24日，十九大胜利闭幕后，
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北侧的
“党代表通道”第三次迎来21位
党代表与媒体见面。

为了给记者提供更多近距
离接触代表、采访代表的机会，
十九大新闻中心首次安排了
“党代表通道”采访活动。在这
条不足百米的通道上，60名党
代表先后站在媒体的“长枪短
炮”前，就各种热点问题，与记

者面对面交流。
10月18日下午至19日下

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34
个代表团讨论向中外媒体开
放，共吸引3200多人次境内外
记者到现场采访。34个代表团
均留出30分钟以上时间回答记
者提问。记者们提出的180多个
问题，都得到了回答。

10月19日至23日，5天累
计6场记者招待会、8场党代表
集体采访，来自17个部门的19
位负责人以及39位来自各领域
的党代表应邀出席。 大会开幕
后的第二天， 首场记者招待会
邀请中纪委和中组部有关负责
人回答记者提问。 这是历次党
代会中， 中纪委有关负责人首
次出席记者招待会。

3068名中外记者， 其中港
澳台记者和外国媒体记者
1818人……十九大新闻报道
堪称国际新闻界的盛会。 一篇
篇报道、一段段直播、一张张图
片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
等渠道传向全球， 为世界打开
一扇了解真实中国的“窗户”。

■据新华社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
十分重要的大会， 为中国未来发
展绘制了宏伟蓝图……”10月25
日晚， 永兴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马
恭志走进郴州市北湖区社区放电
影，他说，“这段时间在永兴县、北
湖区等地放电影前， 都会先宣传
党的十九大精神。电影放到哪，我
就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到哪。”

马恭志2010年被评为首届
感动中国文化人物、 湖南省劳动
模范，2011年被评为湖南省自强
模范、湖南省道德模范、湖南省优
秀共产党员，2012年被评为全国
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党的十
八大以来， 沐浴着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的春风，马恭志的工作、生活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在北湖区
办起了恭志国际影城， 每个月都
会安排贫困老党员、民工、留守儿
童免费看电影，宣传党的政策、方
针。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马
恭志策划了“喜迎十九大”百部电
影进社区活动，社会反响良好。党
的十九大开幕当天， 马恭志积极
组织恭志国际影城员工收看开幕
会电视直播，掌握大会精神实质，
为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作准备。

他和20多名合作伙伴、 员工一
道， 整理出了宣传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传实施方案，主要以“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暨国产优秀影
片展映”活动，来宣传会议精神。

连日来，每到一地放电影，马
恭志都要先播放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教育短片，再放电影。他说：“我
们的农村电影放映员队伍除了在
永兴县的农村巡回放映外， 还会
深入到北湖、苏仙、宜章、嘉禾等
地免费放电影。到年底前，每个月
都会下乡放电影18天左右。”

北湖区委常委、 区委宣传部
部长陈爱平表示， 马恭志在北湖
城区的各个社区免费放电影，早
已成为常态。 通过这种电影进社
区、进乡村的宣传形式，能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覆盖到城乡各个角
落。

■通讯员 曾翔 记者 李秉钧

本报10月26日讯 今天上
午，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湖南代表团代表，
在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后，乘
机返回长沙。代表们表示，党的十
九大，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作出了全面部署， 在我
们党和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极
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吹响了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的前进号角。 要认真贯彻落实
十九大精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的精神，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 不断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更加光明的前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是全党上下坚定不
移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提高党的
执政水平的指路明灯。”十九大代
表、湘潭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曹炯芳表示， 将坚决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新部署， 以党章为根
本遵循，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扎实抓好政治、思想、组织、作
风、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
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抓好班
子，带好队伍，不断提高新长征路
上的新本领，展现新气象，实现新
作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 我们一
定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中不断创造新的辉煌。”十九大
代表、省妇联主席、党组书记姜欣

表示， 全省各级妇联将把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与推动群
团改革紧密结合， 带领全省妇女
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共同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十九大代表、 省林业科学院
党委委员、经济林果研究所(油茶
研究所)所长陈永忠说，十九大报
告特别强调要“做到脱真贫、真脱
贫”， 作为一名农业科技人员，将
继续努力创新， 把最新科研成果
带到农业生产第一线， 推动农业
产业升级，助力精准扶贫。

“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作为一名基层医生，我们
回去之后也要为基层医疗工作、
为山区老百姓的健康努力做更多
的事。”十九大代表、保靖县迁陵
镇昂洞卫生院院长田蕊表示，将
把十九大精神的宣讲与开展群众
健康活动结合起来， 使老百姓听
得懂、能领会、可落实。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
开启新征程。”返程途中，代表们
纷纷表示，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
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回到工作岗位后， 将第一时间把
大会精神传达好、 宣传好、 贯彻
好，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三湘
大地落地生根。 ■记者 周帙恒

我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返湘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电影放到哪，十九大精神就宣传到哪”

10月26日上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湖南代表团代表，在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之后，乘
机返回长沙。 记者 罗新国 摄

见证盛会 记录辉煌
———党的十九大新闻宣传报道亮点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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