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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遇见”，让年轻人憧憬未来加油干
新华社系列融媒报道“遇见五年后的我”解读“十四五”规划，赢得年轻网友点赞

【镜观】

  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眼前又是一道道
山……
  村医张尚保，这位平凡而伟大的61岁老人，
  45年来，日复一日地在山间穿行，为分散居住的
村民们送医送药。
  他不分白天黑夜，风里雨里，随叫随到。
  35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
  张尚保失去了右手。
  他想过逃避，不当村医了，
  可是看到村民们外出求医不容易，
  张尚保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学会了左手打针、输
液、填写健康档案……
  一晃几十年过去，
  小张医生变成了满头花发的老张大夫。
  他，将“医者”二字深深镌刻在乡亲心里。

（本报记者詹彦）

【镜语】

  一只手可以拥抱全世界，一个人可以温暖千
万人。
  张尚保近半个世纪在乡村行医的经历，
  深切诠释了医者这个职业的厚重与温情。
  不离开，
  是无法放弃“救死扶伤”职责背后的光荣
伟大。
  不放弃，
  是难以忘记这片土地的希望寄托。
  吕梁山间，来来往往。
  有人回来，有人离开。
  张尚保的青丝变白发，问诊的左手温暖依旧。
  面向敞开的一扇扇门，挥别的脸上会有笑容。
  很多人不懂他的坚守，
  但身上的白大褂懂得他的选择。
  村民们的平安是他心头的牵挂。
  留给我们的背影，同样是一种呼唤，
  这里的乡村仍然需要关注，
  让每一个坚定前行的人都不孤单。

（本报记者黄臻）

  统筹：鱼澜
  本期主持：黄臻

  在山西省石楼
县铁头村下铁头自
然村，出诊结束后
的张尚保和村民挥
手告别（3 月 24 日
摄）。

  新华社记者
詹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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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追寻 百年正青春

第七站：精神飞扬
　　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
  追寻的脚步继续。我们的主播来到延安
时期“文艺青年”向往的地方——— 延安鲁迅艺
术文学院所在地，主播带上课程表，来一场音
乐、美术艺术技艺秀，还原延安时期“文艺青
年”们的学习和创作生活，与前辈大师“超时
空对话”。
  还有中央音乐学院与延安大学合作带来
的精彩演出，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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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选粹

　　一部以“遇见五年后 的
我”为主题的创意短剧，一场
以“遇见五年后的你”为话题
词的微博线上投票，一款名为

《遇见 2025 ，请回答》的 H5
互动产品，一组五篇“两会面对面”视频文字访谈……
　　这是新华社国内部“十四五”规划解读小组在今年两会
报道中交出的一份“答卷”。
　　多样化的产品、年轻化的呈现方式引来网友们纷纷点
赞：“‘十四五’规划原来和我的生活这么近！”“看完创意短
剧之后，我更要憧憬五年之后的生活了”……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日前采访了该小组的“遇见五年后
的你”融媒报道团队（以下简称“遇见”团队），听他们讲如何
在两会报道和跨部门合作中“摸着石头”探索创新之路。

记者出演“穿越剧”，大咖领衔造“爆款”

　　“国内部一直强调报道要面向互联网、面向年轻人，这
次报道从头到尾，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年轻人’。”“遇见”团
队统筹韩洁说。
　　这一理念贯彻在了“遇见五年后的你”系列产品中。
　　由国内部记者出演的“穿越剧”《遇见五年后的我》，讲
述了五年后年轻人关注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热点问
题；“两会面对面”视频邀请的是年轻人熟知的俞敏洪、薇娅
等“自带流量”的代表委员或行业领军人；互动性极强的 H5
和参与性极强的线上投票，更是年轻人喜欢的新闻产品。
　　新形式也给团队带来新挑战：“微博能带几个话题词？”

“微博投票怎么发起？”“创意短剧是微电影吗？”“十四五的
解读怎么变成大家朋友圈中转发的 H5 ？”“数据动态图如何
与老照片结合起来？”……
　　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成为这个以文字记者为主的创
意策划团队要迈过的一道道“坎”。尤其是创意短剧，“遇
见”团队缺乏这类内容制作的经验，更别提要自己上阵做
演员了。
　　事实证明，团队“硬着头皮蹚路”的坚持是值得的。
  “遇见五年后的你”线上投票在微博上浏览量过亿，数
万网友积极参与；创意短剧《遇见五年后的我》全网浏览量
突破 2000 万，相关话题登顶热搜；H5 互动产品《遇见
2025 ，请回答》更是曝光量超 1000 万人次，全程深度体验
用户超 126 万，成为两会期间“百万人同玩”的爆款互动产
品……

技术设备业界领先，视频特效堪比电影

　　“遇见五年后的你”不仅是国内部两会融媒报道的大胆
尝试与锐意创新，同时也是一次新华社跨部门通力合作进
行融媒报道的积极探索，为之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打
下了良好基础。
　　“遇见五年后的你”系列报道中，在新华社总编室支持
协调下，国内部联动了包括新华网、音视频部、新闻信息中
心、安徽分社、浙江分社等多个部门共同助力创意策划的实
现。“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两会面对面”访谈成员、国内
部记者于佳欣说。
　　创意短剧的制作，更是得到新华网媒体创意工场的大
力支持。
　　“刚开始，我们试着找市场上的微电影拍摄团队，只需
提供脚本，人家就能拍，但一听我们要两周之内做出来，哪
个团队都不敢接这个任务。在社总编室的协调下，新华网媒
体创意工场主动承接了短剧的制作，这让我们特别感动！”
创意短剧的主演、国内部记者徐壮说，“他们的技术、设备都
是业界领先的，制作的视频特效更是电影级别。艺高人胆
大，找他们准没错！”
　　临近上线的前两天，为更好地把准基调，团队又设计了
修改方案。“本来考虑尽可能通过加空镜头等方式对视频进
行修补，但尝试后发现不管用哪种方案，视频效果都达不到
要求，除非重拍。”徐壮回忆起当时面临的困难。
　　新华网媒体创意工场技术团队二话不说，直接决定：

“那就重拍！我们这边连夜做，一定能把这个视频赶出来！”
　　连夜敲定脚本，多位技术大咖“各就各位”，通宵达旦完
成了视频的制作，创意短剧也最终得以在“十四五”规划纲
要全文公布当天上线，取得了理想的传播效果。
　　系列报道的重磅作品“两会面对面”栏目也是获得了音
视频部和分社记者的鼎力支持。
　　“我们计划 3 月 5 日上线的‘两会面对面’视频第一期，

一共要采访 4 位嘉宾，而嘉宾们恰好都是 3 月 3 日有时
间拍摄，即便我们有‘三头六臂’，也几乎不可能在一天之
内完成拍摄和制作。”于佳欣说。
　　“比如薇娅在杭州，为保证拍摄效果，我们就列好问
题单，请浙江分社协助采访，而且薇娅的工作时间基本黑
白颠倒，分社记者魏董华是在凌晨完成的采访拍摄，非常
辛苦。而其他几位代表委员，有的已经到驻地报到，就委
托前方上会记者帮助采访或者与后方视频连线。”于佳欣
介绍说。
　　“采访俞敏洪是两会开始前，音视频部特别‘给力’，
不仅专门派了拍摄团队跟我们一起去北京新东方总部，还
专门组建了一个剪辑制作团队为这个 3 月 5 日要上线的
片子全程服务。”
　　“他们直到 4 日上午才拿到全部素材，5 日我们就要
发正片了，4 日那天我们文字记者和他们视频编辑几乎通
宵对接、一夜没睡，才确保片子能赶制出来。”韩洁 补
充道。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条紧锣密鼓筹划制作的

“两会面对面”首期视频 3 月 5 日一上线就“火爆”微博，
使“遇见五年后的你”话题上线之初就成为热搜话题。之
后制作的《未来 5 年的新职业什么样？听听电商主播薇娅
怎么说》更是单条内容播放量超 1300 万，相关话题词“霸
榜”微博热搜。
　　“除了社内部门的积极参与之外，新闻信息中心也为
我提供帮助。安徽分社承接了 H5 互动产品，并联系了科
大讯飞的技术团队，正是在社内社外资源的共同助力下，
我们这次融媒系列报道才能在每一项产品上都获得突破，
完成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韩洁说。

内容技术不分家，制作分发一体化

　　“遇见五年后的你”系列报道用一个个创意产品出色
地完成了两会期间“十四五”规划纲要的解读任务，通过
这个项目，新华社的多个部门组成跨部门团队在密切的沟
通中完成了一次从“新”开始的两会大练兵，将“十四五”
解读报道以创新的形式进行年轻化的呈现，实现了新华社
两会报道新的突破。

　　在取得成功的同时，“遇见”团队的成员们也在这场融
媒报道实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团队成员看来，融媒的
理念不仅体现在短剧、视频访谈、H5 等内容形式上，更体现
在这些产品的生产流程中。
　　“并不是说文字报道转化成视频、H5 等形式这就算是
融媒报道了，更多是要在产品的制作一开始，内容团队就要
和技术团队融在一起工作。”徐壮对此感受颇深。
　　“我们最开始进行短剧创作时，脚本撰写团队和新华网
媒体创意工场的技术团队是分开的，很多我们认为有亮点
的、情绪到位的文字其实很难用视频呈现出来。但在后期
拍摄制作时，我们几乎泡在一起办公，实现了两个团队的
真正融合。最后拍摄脚本是文字记者和视频制作团队一句
一句地讨论的，文字和画面怎么搭配、怎么拍、特效怎么
加，双方直接当面讨论，效率极高，这或许才是真正的融媒
创作。”徐壮补充道。
　　而谈到“揭榜挂帅”机制如何更好地助力融媒报道，“遇
见”团队一致认为，既然“揭榜挂帅”机制的目的就是希望能
够将各个部门的资源更好地融合起来，大家一起来“炒好一
盘菜”，那么不妨以“揭榜挂帅”的项目为突破口，在日常重
点报道中真正将各个部门的优势结合起来。
　　“既要调动生产内容的部门积极参与创新与内容制作，
同时也要调动社内微信、微博、抖音、B 站以及社外平台进
行分发的力量，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打出新
华社融媒‘拳头’产品的响亮名声。”于佳欣说。
　　“国内部领导一直强调要敞开胸怀开放合作，在此次

‘遇见’系列报道中，我们也充分感受到将社内各部门资源、
社内社外资源进行整合给内容制作带来的强大力量，这对
我们来讲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如何将同这些部门
的合作延伸到接下来我们的日常报道中，使这种跨部门的
协作机制成为我们报道的常态化机制，也是今后我们重点
考虑的。”韩洁说。

(本报记者莫鑫)

“遇见五年后的你”系列融媒产品海报。 新华社国内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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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大渡桥横铁索寒
  1935年5月29日，血色漫天，少年“云贵
川”等22位勇士踏上泸定桥桥头。他们面
前，是横跨在大渡河上的十三根铁索，还有把
守在桥那头的敌人军队。
  勇士们攀着铁索，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对
岸，创造了飞夺泸定桥的奇迹。
  在这场殊死战斗中，勇士们平均年龄不
过 20 岁左右，当场牺牲 4 位。
  他们身后，千军万马走过了泸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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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铁索见证少年
“云贵川”和战友
的的青春与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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