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的核心是人，内容是新闻的硬核。
5年来，踏着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节拍，“交汇

点”始终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坚持内容为王，抓
牢精品内容生产“第一要务”，用心用情记录所面对
的每一个人，以个人的“小历史”，绘就时代的“大画
卷”。交汇点新闻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与时偕行，与日俱增。

“在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我和当地的小使者们
手绘长江景、交换江豚瓶、同唱一首歌。我希望更多
的人能加入我们，一起保护我们的长江。”南京凤凰
花园城小学二年级学生赵明轩说。

赵明轩还有个与众不同的身份——“长江大保
护小使者”。2019年6月，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宣传教
育中心、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交汇点新闻共同承办，
交汇点新闻创意执行的“长江大保护 绿色共成长”
行动计划正式启动。“交汇点”记者分赴宜宾、重庆、
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举行了多场线上线下活动，实
现了PGC和UGC的融合生产。在不久前公布的第
三十届中国新闻奖中，以长江大保护为主题的互动
H5作品《6397公里的守护》荣获创意互动一等奖，成
为“交汇点”上线5周年最好的“生日礼物”。

今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江苏2800多名
医护人员千里驰援荆楚大地。一夜白头的邱海波、
积劳成疾不幸去世的徐辉、战疫黄花分外香的黄英
姿、衣白袍夜入黄的鲁翔、倒在疫情防控卡口上的厉
恩伟……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交汇
点”记者的镜头里，出现在“交汇点”的封面上，并最
终聚合成手绘互动H5产品《白衣侠》、沉浸式互动专
题《记yi 2020》。《白衣侠》还荣获江苏抗疫融媒体报
道“十佳案例”。

我们曾经为王泽山让中国火炸药技术重回世界
之巅、钱七虎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而欢
欣鼓舞，也曾经为一个个科技创业者的奇思妙想而
深深折服；我们曾经和莫言一起跨年，共同见证“大
地的模样”，也曾经在城市边缘的废弃工厂里，和外
来务工子弟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曾经为在工
地扛钢管5年、替亡夫还债的“诚信妻子”而流泪，也
曾经为高速公路上突发脑溢血、忍痛40分钟确保49
名乘客安全的“山东好司机”而感动……我们从未忽
视个体，我们执著讲述至简至朴的故事，因为我们感
动于一种叫做真善美的力量。

把最有用的信息，推荐给最需要的人。
5年来，6次迭代、数十次升级，每一次的进

步，都是希望与你更近一步。
没有体验，就没有传播；没有体验，称不上

媒介。信息技术迭代升级催生全息媒体，在新
技术的加持下，“交汇点”运用音视频、H5、MG
动画、VR、AR、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形
式和手段，让新闻报道“活”起来、“动”起来，给
用户带来全新的新闻体验。

交汇点新闻6.0即将正式改版发布。最新
版客户端利用强大的数据采集、分析功能，通过
用户信息与其阅读信息的精准匹配，为用户进
行更个性、更具针对性的新闻推荐，实现同类新
闻内容的个性化推荐和精准分发。

今后，“交汇点”还将积极布局智能媒体的
发展，打造智能技术、智能内容、智能运营三大
智能媒体矩阵，打造基于全媒体指挥中心多项
能力平台和创新引擎的智汇云，打造多场景应
用的智能媒体产品和智能解决方案，逐步完成
智媒体系的蝶变进化，实现新华云媒智媒体云
平台——智能技术中心、智能内容中心、智能运
营中心的“一平台三中心”建设目标。

从“端”到“云”，从“融媒”到“智媒”，“交汇
点”在创新蝶变，也在刷新迭变。而不变的是，
离真相更近，离社会更近，始终在场，得人心聚
人气。

融合即跨界。这是“交汇点”的逻辑。
5年来，做好新闻主业的同时，“交汇点”认真分析自身

资源，以互联网思维为引领，大胆迈出媒体融合与跨界发展
的步子，踏上跨界融合发展之路。

2018年7月，交汇点公开课正式开讲。数百名观众站
在过道上听完金一南将军两个小时演讲的场景仿佛还历历
在目，郑永年、陈春花、叶檀、莫砺锋、濮存昕、贺云翱、叶兆
言等一个个业内大咖，就已经先后踏上交汇点公开课的讲
台，带着2600万用户，一起在知识的海洋里肆意徜徉。

“交汇点”创新服务江苏全域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从融
合传播到赛事承办，从项目招商到人才引进，多维构建双创

“朋友圈”；“交汇点”承办的江苏金融服务物流企业专场对
接会上，超80亿元意向金现场签约；交汇点云媒电商平台

“扶贫助农公益项目”，近百款扶贫商品琳琅满目，让扶贫树
结出了“幸福果”；“交汇点”与中石化销售公司联手打造的
新华易捷电商，凭借《“传媒+电商”网络扶贫新IP》入选
2020中国网络扶贫典型案例；“服务下乡全省行”推出两个
月以来，走进全省近50个乡镇，将最新款汽车和全民反诈
宣传、道路交通安全宣传一起送到千家万户的家门口；入驻
单位超过1500个的“交汇号”，已成为覆盖江苏省、市、县、
乡四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省内最大的政务公众号云
媒体发布平台。

……
钟山巍巍，大江浩浩。南船北马交接、吴韵汉风交融、

“一带一路”交汇、江河湖海交织。而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
中国正昂首站立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接续、接力，互融、互惠。与万千用户一道穿行在新
时代的阳光里，一起奔跑在这平凡却终将不平凡的人生
之路上……从“新”再出发，让我们共担共享、共建共襄那
一个个次第而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报记者 肖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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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点新闻上线 周年特别报道

从“ ”再出发，
汇入新时代的交响

读者“仪斯”，你还好吗？
翻开1943年1月11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在泛黄报页的左下

方，看到你写的《五年——一个读者的献词》。彼时，在救亡呐喊
与抗战烽火中交汇而成的新华日报刚刚创刊五周年。

“我该由衷的祝福你。五年了。”作为读者的你写道，“虽然这
并不是一个长久的时间，却因为你的诚挚坦直和无数的人们缔结
了真实的友谊。人们从你那里接受了说不尽的启示与鼓励。”

500多字的献词，77年后，回看积淀历史荣光的字字句句，何
尝不是对我们的号召，号召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大江东去，时空交汇。从铅与火、光与电、数与网，从纸媒变
身融媒智媒，我们又一次交汇于一个全新的“五年”——今天，传
承红色基因和融合媒体创新的“交汇点”上线五周年了。

“仪斯”，想对你说，这五年我们一直都在拼。
我们把梦想与现实交汇。2019年年底，苏北五市全面迈进

高铁时代，“交汇点”联合新华日报五个分社、记者站，进行五城联
动视频直播；今年7月1日，又以水陆空全景直播方式，与1200
多万网友一同见证沪苏通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我们把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交汇。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交汇点”记者兵分8组16路，历时一个多月，行程5万余公
里推出《我们的五星红旗》大型融媒体新闻行动，讲述共和国的光
荣与梦想。

我们把初心与使命交汇。专题片《探路小康》以创建小康社
会的“起笔处”苏州为初心起点，探寻“小康思想”与江苏的渊源，
与此同时融媒体栏目《听·见小康》，不仅以图文、音视频等方式呈
现小康故事，更是走进全省13个设区市，在线下记录小康图景。

我们没有忘记爱与和平的交汇。第六个国家公祭日前夕，
“交汇点”派出4路记者为全球网友独家直播南京大屠杀3个亲历
者后代首次相聚于南京紫金山下，共剪和平之花的历史瞬间，感
恩、缅怀、忏悔，在后代的拥抱中交汇成爱的力量。

我们记录下逆行与前行的交汇。庚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交汇点”不仅全程报道2800多名江苏援鄂医务人员“衣白褂，
破楼兰，赤子切记平安还”的壮丽逆行，还派记者在第一时间奔赴湖
北抗疫一线采访，彰显着主流客户端在重大新闻前永不缺席的担
当。H5互动作品《白衣侠》更是将援鄂医务工作者的负重逆行与我
们美好生活的不断前行交汇在了一起，这是记录，更是致敬！

我们还把守护与成长交汇。“交汇点”持续报道与记录长江水质
及周围环境变化，并邀请小朋友一起守护长江，采写他们与长江共
成长的故事。精心制作的H5作品《6397公里的守护》获第三十届
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我们更把技术与内容交汇。“交汇点”积极尝试将人工智能、
5G、VR等技术，运用到新闻生产过程。今年3月，以人工智能合成
的新闻主播“汇汇”闪亮登场，集结了语音合成、语音识别、语义理解
以及人机交互的最新成果。

“仪斯”，你的献词，更像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时代献词。
你在末尾给我们写道：“从你的言语里，人们不仅看见了未来的

远景，而且看见了一条行进的道路。”后来我们知道，1943年成为了
抗战关键的一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从那一年由相持走向反攻，
那一年更是抗战迈向最终胜利的交汇点。

77年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们再次欣逢“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每一个时代也都有每一个时代的
交汇点。交汇，迸发出无限的火花与力量。交汇，分开，前行，再次
交汇，一次一次地交汇，意味着一次比一次走向深远，不断地书写着
更为丰富而激荡的时代华章。

“仪斯”，我们相信交汇的力量。我们更相信正是像你这样千千
万万读者用户的信任与鼓励甚至批评，让我们拥有不断前行的动力。
更让我们深知，“交汇点”五年来的铿锵足迹，是汗水与智慧、挑战与创
新的交汇，也更加笃信、笃行“有汗水才有流量，有创新才有增量”。

“仪斯们”，在“交汇点”五周年之际，请收下我们最真诚的回信。
范杰逊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践行“四力”，
“交汇点”记者永远在路上。

脚下有泥，心中有梦，眼里有光。5年来，我们见证改革
开放40周年、新中国七十华诞等重大历史时刻，亲历了“强富
美高”新江苏建设的壮阔征程……我们努力提升自己的“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用“数与网”记录这段不同凡响的历史。

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交汇点”
专题片《探路小康》追寻小平同志当年视察苏州的足迹，
回首小康宏图的起笔处，甫一推出即广受关注和好评。
大型融媒体采访行动“听·见小康”启动以来，全媒化的

“小康幸福车”，走进江苏13个设区市，与广大市民面对
面，倾听小康心声、触摸小康温度、感受小康成就，寻绎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江苏密码”。

行程万里，穿越中国，“交汇点”精心采制的系列专题片
《习近平点赞的古代人物》引起广泛关注；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交汇点”记者兵分8组16路，从帕米尔高原到
开山岛，从极北漠河到海南椰林，从东风航天城到四川大凉
山……带领读者踏上一段探寻祖国各地五星红旗故事的不
凡之旅；防汛抗洪关键时期，午夜零点，在跨越赣、皖、苏三
省的450公里江堤上，有“交汇点”记者直击“夜巡”的身影；
在古老的大运河边，“交汇点”记者“千问千寻”，用脚步丈量
运河的长度，用心灵聆听运河的历史，让运河篇章在“掌上”
奔腾、“云端”绽放……

“有汗水才有流量，有创新才有增量”。在媒体深融之路
上，“交汇点”矢志前行、砥砺奋进，聚力时间、空间、主体、效
能“四维”，聚心建设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四全”媒体，扩大
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
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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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7公里的守护》
获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媒体融合奖项新媒体创意互动一等奖
《我的父亲母亲——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施暴者子女的故事》
获第二十二届江苏新闻奖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聚焦党的十九大“强富美高”系列H5》
获第二十一届江苏新闻奖
《开启新时代，十九大时光特别长卷》
获第二十一届江苏新闻奖
《“灿若星雨，生如夏花——再读雨花英烈故事，纪念中国共产党建

党95周年”集成产品》
获第二十届江苏新闻奖
《横跨四大洲，新华报业“正义之胜”全媒体集成产品》
获第十九届江苏新闻奖

《跨越80多年的守望相助！南京捐赠抗“疫”物资驰援拉贝后人》
获第五届全国“五个一百”网络正能量精品奖
《永矢弗谖 祈愿和平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获第五届全国“五个一百”网络正能量精品奖
《全景祭忆，追思同胞》
获第三届全国“五个一百”网络正能量精品奖
《共同见证：1937南京大屠杀》
获2016年度全国“五个一百”网络正能量精品奖
《国家公祭日，种下一棵紫金草，和我一起祈愿和平》
获2016年度全国“五个一百”网络正能量精品奖
《再读雨花英烈故事》
获2016年度全国“五个一百”网络正能量精品奖
《真善美·正能量·暖新闻》
获2016年度全国“五个一百”网络正能量精品奖
《我们的五星红旗》
获第五届江苏省新媒体创新作品奖
《十九大报道系列H5》
获第三届江苏省新媒体运用创新奖
《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网上献花系列H5》
获第三届江苏省新媒体运用创新奖
《2015国家公祭日系列H5动态专题页面》
获第二届江苏省新媒体运用创新奖
《“歌唱祖国”网络音乐微视频展播暨评选活动》
获2019年江苏网络文化季优秀项目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开课》
获2018年江苏网络文化季优秀项目奖

交汇点新闻客户端获2018-2019中国传媒经营价值百强榜新媒体
三十强（客户端类）

交汇点新闻客户端获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道最具创新力地方客
户端

交汇点新闻客户端获2016年度中国报业融合发展“十佳”创新奖
“长江大保护 绿色共成长”行动计划获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

“2020年十佳公众参与案例”
全媒体访谈栏目《党代表面对面》获中国报业十九大融合传播优秀作

品十佳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看经济强省精彩蝶变》获中国报业十九

大融合传播优秀作品十佳
《江苏品牌赋能计划2018-2020》获江苏省报业协会卓越创新奖、江

苏省新闻出版局创新优秀案例
“苏小+”新动漫工作室打造的动漫IP系列产品成为全省党委政府新

闻发言人培训班重要融合创新案例

2020年交汇点首页编辑部获“江苏省工人先锋号”
2019年交汇点首页编辑部获“江苏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大江东去汇蓝海。2015年11月17日，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交汇点新闻

客户端横空出世。

“从今天开始，你我把梦想和努力在这里交汇，透过手机屏幕上那个蓝色方

块，面朝江海，从‘新’出发，汇入这个时代的交响。”上线发刊词，言犹在耳。

弹指5年间，“交汇点”从零起步，深耕江苏、观照长三角、放眼全中国，传承

“新华红”基因，赋能“新华拼”品质，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铿锵探路新媒

体发展——目前累计下载用户突破2600万，正在锻造“原创+聚合”新闻

与“政务+民生”服务的示范性平台、江苏移动媒体第一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