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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你我交汇，点亮未来——交汇点新闻客户端上线五

周年高峰会暨‘从启航到领航’红色寻根行动启动仪式”在扬子

江畔的古都南京举办。200多位嘉宾汇聚一堂，共同分享交汇

点上线五周年的丰硕成果，共同探讨推进新时代媒体深度融合

发展之道，谋划主流新媒体联动创新传播之策。

▶上接 1 版 基于新华报业全媒体指挥中
心多项能力平台和创新引擎的“智汇云”平
台也同步发布。

如何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中国传媒大学
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赵子忠，复旦大学新闻学
院党委书记、执行院长张涛甫分别带来主旨
演讲，分享畅谈媒体融合深度发展的现在时
与将来时。现场，交汇点与南京大学、南京
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签约，共建江苏
数字新闻传播与研究中心，探路融合创新。

由省委党史工办、省文化和旅游厅、省
教育厅、团省委、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北京
红肩章公益基金会和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共
同发起的“建党百年·红色文化共建共享平
台”也在现场进行发布。

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在峰会现场
上了一场精彩的交汇点公开课，用亲身经
历的故事生动讲述了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
力和他一生为党为国为民的初心使命，也
为红色寻根行动加油鼓劲。

昨日，新华传媒广场，群贤毕至。步
入会场，凝神观看交汇点上线五周年宣传
片，让人仿佛瞬间置身于网络的浩瀚空间
里，感受“万物皆交汇”的博大深邃。

在激流中乘风破浪，在历练中拔节
生长。作为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媒体转
型的战略级产品，2015 年 11 月 17 日，
在第三届江苏互联网大会上，交汇点新
闻客户端应运而生。如今，已走过 5 个
春秋。

江苏省委网信办主任兼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徐缨在致辞中表示，五年来，交汇
点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聚焦时代命
题，聚力守正创新，深入宣传江苏高质量
发展和“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生动实
践，努力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
响力、公信力,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
论。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办主

任杨力群代表省委宣传部寄语交汇点在
宣传引导上有更高站位，在传播创新上有
更强自觉，在整体转型上有更大突破，尽
快成长为区域性主流媒体“旗舰”。

作为江苏主流移动媒体第一品牌，
截至目前，交汇点累计下载用户已突破
2600 万。徐帅、孙立伟、王雨馨、陶勇、
郁华等五位“最活跃用户”来到现场为交
汇点庆生。

作为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的
医护人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徐帅随
江苏援黄石医疗队在前方抗击疫情 47
天，因为交汇点发布的一篇“疫”线新闻
报道《追随》，她的名字被许多人记住，

“我只是做了一名医护工作者应该做的
事。未来，希望可以继续陪伴交汇点成
长，给交汇点过10岁、20岁生日。”

2018 年，孙立伟接触到了交汇点策

划的新闻行动“长江大保护 绿色共成
长”12年计划，从“给大自然的一封信”到

“古韵新声话长江”，他的孩子参与了一
系列与长江保护有关的活动，“很有意
义，感谢交汇点提供了一个优质平台，让
我们的小愿望能够一步一步实现。”

互联网世界瞬息万变，内容为王，
技术驱动。5 年，6 次迭代、数十次升级，
交汇点的每一次进步都带给用户全新
体验。高峰会上，交汇点新闻 6.0 版本
正式发布，全新升级“新华算法”，推出
智能推荐频道，利用强大的数据采集、
分析功能，为用户进行更个性、更具针
对性的新闻推荐，并优化智能审核功
能，新增一键登录。与此同时，基于新
华报业全媒体指挥中心多项功能平台
和创新引擎打造的“智汇云”平台也同
步发布。

在融合中不断升级，交汇点新闻6.0版本正式发布

为共同构筑创新创造的合作平台，
推动理论成果和新闻实践的无缝对接，
高峰会现场，交汇点与南京大学、南京师
范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签约，官宣共建
江苏数字新闻传播与研究中心。

参与签约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执行院长张红军认为，“建立江苏数字新
闻传播与研究中心，最核心的一点，就是
把理论和实践对接起来。”张红军透露，
对当下数字化浪潮以及媒体深度融合的
研究，目前理论界与实践方的对接并不
是十分成熟，未来研究中心将深耕这一
块领域。

在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执行院长陈龙
看来，共建江苏数字新闻传播与研究中
心，对于人才培养意义重大。“一是加强
了学界和业界的融合，二是为新闻传媒

教育寻找到了一个新的模式。”陈龙表
示，随着学界和业界的签约，未来教师可
以参与到交汇点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的
实践当中，学生也有机会参与到新媒体
实践中，这将极大地提升高校办学效率
及办学水平。

“当然，面对媒体深度融合，我们传
媒教育体系也要进行变革，包括教材体
系、课程体系和实践体系，都要进行变
革和调整；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为教师
队伍引入新的人才，进一步提升学生培
养水平。”陈龙说。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人才是关
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党委
书记张涛甫指出，所有的工作都必须靠
人做，不管是技术还是资本，背后站的都
是人，只有把人才培养好，才有可能实现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如果人才跟不上，
新闻传播走向蓝海就很难实现。因此，
单向的新闻培训肯定不够，应进一步加
强学界和业界的交融和沟通。今天见到
交汇点新闻客户端与新闻学院签约，我
觉得非常好，相信未来可以把人才培养
得更好。”

“我认为学界与业界培养的新媒体
人才不应该是一个玩手机的人才，而是
一个能让很多人玩手机的人才。”中国传
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赵子忠表示，
未来客户端的发展关键点在于能否抓住
年轻人的注意力，“新媒体人才一定要能
把握住年轻人的信息或者新闻，或者是
内容的消费习惯，我们是要培养卖家，不
是培养买家。卖方一定要比买方对很多
新媒体的规律、方向更有感觉。”

在融合中不断跨界，学界与业界共建“数字中心”

红旗高扬守初心，砥砺奋进担使命。
11 月 17 日，江苏省委网信办主任兼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徐缨，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省政府新闻办主任杨力群，新华日报社
党委书记、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
双传学将印有“从启航到领航”红色寻根行
动字样的红旗郑重地交到交汇点新闻客户
端、上观新闻客户端、浙江新闻客户端、安
徽日报客户端记者手里，红旗招展、初心永
恒，一场红色寻根之旅拉开序幕。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整合
利用好长三角红色文化资源，同时加强长三
角新媒体协同联动，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
里，长三角十余家新媒体单位记者组成的采
访团将兵分多路探访长三角的红色遗迹，聚
焦红色文物，追寻红色记忆，全景展示中国
共产党从启航到领航，不断取得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等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光辉历程。

“‘从启航到领航’红色寻根行动就是
长三角主流新媒体联动开展重大主题宣传
的一次创新实践。”徐缨希望参与行动的媒
体以更高的站位、更开阔的视野、更新颖的
视角、更多样的手段，推出更多高质量的现
象级融媒体产品，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长三角地区一直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开放的重要舞台，丰厚的红色资源是最好的
历史见证。由江苏省委党史工办、省文化和
旅游厅、省教育厅、团省委、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北京红肩章公益基金会和新华报业传媒
集团共同发起的“建党百年·红色文化共建共
享平台”也在启动仪式现场进行发布，为最鲜
亮的底色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启动仪式上，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
德用一堂题为“传承恩来精神 弘扬红色文
化”的交汇点公开课，深情讲述了周恩来总
理的人格魅力和一心为党为国为民的精神
风范。曾从事过新闻工作的周秉德说：“无
论时代如何变化，坚守党的立场和一贯宗
旨，都是毋庸置疑的。”她认为，“从启航到
领航”红色寻根行动的意义在于党媒在时
代发展中肩负宣传党的思想重任。

党端资源的有益探索，引起了长三角
地区以外媒体的极大兴趣。北京日报客户
端副主任张鹏介绍，目前她正在主持一档
叫做“光影记忆”的新媒体栏目，利用党报
老照片资源，结合新媒体短视频形式，聚焦

“小瞬间里的大时代”，受到用户喜爱，近一
季的播放量已经达到 4000 万次左右。她
希望能与长三角地区党端进一步加深合
作，共同开发新媒体资源。

启动仪式现场，《解放日报》长三角周
刊主编孔令君表示，长三角地区党媒的合
作机会众多，需要找准一个“焦点”集中发
力，“从启航到领航”红色寻根行动就是区
域内党媒在迎接建党百年之际的一次有益
合作。 本报记者 陆 威

寻找红色基因里的
光荣与梦想
“从启航到领航”红色寻根行动启动

扫二维码，看交
汇点公开课，听周恩
来侄女周秉德谈共产
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在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
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如何进一步推动媒
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加快构建全媒体传
播体系，成为这场思想盛宴上业界、学界
高度关注的话题。

“媒体发展迎来了新时代，在这样的
大背景下，媒体的主战场、主阵地也发生
了转移，正在向着网络和移动传播进
军。”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
院长张晓锋认为新闻类客户端在媒体深
度融合中需要扮演好“三个中心”的角
色，“第一要牢牢抓好导向性的方向点，
做好主流舆论的引领中心；第二需要做
好信息基本点，成为民心凝聚的引力中
心；第三方面，还需要为普通人提供良好
的服务，打造社情民意的引流中心。”

媒体深度融合不是简单叠加，而是创
新深加工。扬子晚报副总编、紫牛新闻执

行总编李军指出，移动时代，腾“云”驾
“端”的记者需要摆脱原来单一写稿、拍照
的状态，要学会把不同的“原料”用不同的
表现形式传递给不同的受众，让他们在自
己感兴趣的问题上及时接收到信息。

浙江日报全媒体编辑中心数字编辑
部副主任毛广绘告诉记者，今年浙江日
报客户端在技术驱动新闻方面做了探
索，相继推出“卫星新闻”“720°VR 新
闻”。毛广绘认为，尤其在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背景之下，媒体间的联动与融合
步伐可以迈得更大。

面对新任务、新使命，具有红色基因
的主流客户端如何抱着一颗初心继续前
行？新华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新华报
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双传学认为，要以内
容定力做有思想的党端，以服务张力做
有价值的党端，以技术动力做有智能的

党端，以人才活力做有愿景的党端，进一
步开“融”的新局，迸“融”的优势，放“融”
的能量。

双传学表示，党报是“思想纸”，党端
也是“观点端”“思想端”，思想供给始终是
核心竞争力。加强“端”上正面宣传、拓展
新闻舆论“红色地带”始终是交汇点的第
一要务。牢牢占据思想引领、舆论引导的
传播制高点，始终是交汇点的第一追求。

众志成城，聚力聚心，把握新时代新
机遇，直面新技术新挑战，交汇点未来 5
年、10 年、20 年甚至更远的未来，都不会
忘记来时路，赓续红色基因，将勇于自我
革命、矢志奋斗化作坚如磐石的初心密
码，融入血脉，书写与蓝海交汇的壮美，
奏响与现实交汇的激越。

本报记者 黄 欢 胡安静
摄影 范俊彦 胡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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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合中不断创新，牢牢占据舆论引导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