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目如有变动，请以播出为准
扬子晚报记者 朱晓晶 整理

电视剧
19：30 誓盟（央视八套）

19：30 蓝军出击
（江苏卫视）

19：32 旗袍美探
（北京卫视）

19：30 三十而已
（安徽卫视）

19：33 觉醒（天津卫视）
19：30 谍战深海之惊蛰

（江西卫视）
19：34 平凡的荣耀

（东方卫视）

19：34 彭德怀元帅
（山东卫视）

19：34 誓言（湖北卫视）
20：05 亲爱的自己

（湖南卫视）

19：32 平凡的荣耀
（浙江卫视）

19：34 谁说我结不了婚
（四川卫视）

19：10 烽火硝烟里的青
春（江苏综艺）
19：10 我的不惑青春

（江苏城市）
20：10 好先生

（江苏影视）

电影
18：28 水浒之智取生辰
纲（央视六套）
20：15 铁血娇娃

（央视六套）
22：09 迷失亚美尼亚

（央视六套）

综艺
19：30 越战越勇

（央视三套）
22：00 我们签约吧

（江苏卫视）
22：00 缘来有爱

（江苏综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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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多位传媒业界、学界精英齐聚金陵，探寻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之路——

让主流思想舆论挺立时代潮头

金秋九月，正是一年最美时节。9月8日，260多位媒体业界精英、学界专家齐聚扬子江畔，共襄第十五届
中国传媒年会，共话新时代传媒转型发展和融合创新之路。

这是一场传媒的盛宴与庆典，也是一次媒体融合的展示与检阅。聚焦“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 牢牢占据传
播制高点”，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把握大局、探讨趋势，共寻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发展之路。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顾敏 方思伟 卢晓琳 胡兰兰 陈明慧 孙巡

2019年至2020年，有太多值得回
顾和记忆的事情，也有太多值得感动和
铭记的瞬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疫情
防控、复工复产，全国两会……作为社会
进步的见证者、记录者和实践者的中国
传媒，与时代一起成长，并以极大的热情
和勇气参与并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前行。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崔保
国指出，传媒发展理念需要做出改变，传
媒人需要重新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新闻、
传媒；要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两个维
度上，重构现代传媒治理体系和体制；媒
体人要有自己的信念和坚守，既要面对
现实，又要坚守道义。

“中国传媒的兴盛与否，不仅仅事关
报纸、刊物兴盛与否，更是直接关系到国
家意识形态安全、软实力建设，关系我国
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斗争。”在新华社
原副社长、新华网原总编辑兼总裁周锡
生看来，传媒行业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特殊的使命，负
有重大的责任。在当前的中国舆论场
上，传媒业体现出这样的担当，国内外互
联网发出的内容和主流声音主要来自主
流媒体。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役，彰
显媒体和媒体人的责任担当。广大新闻
单位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履行职
责使命，体现责任担当；广大新闻记者践
行‘四力’，展现优良的精神风貌和精湛
的业务能力。”中宣部传媒监管局副局长
段玉萍对媒体战疫的评价，引起与会嘉
宾的共鸣。

在同一天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表彰大会上，一大批新闻工作者受
到表彰，让会场的媒体人倍感振奋，他们
争相分享讲好中国战疫故事的好经验、
好做法。

根据年会发布的《中国传媒产业发
展报告》（2020），经过16年的发展，中国
传媒产业规模由 2004 年的 3000 亿元上
升至 2019 年的 2 万多亿元，发展速度令
人惊叹。尤其是2019年之前，中国传媒
产业年均增长率达15%，几乎是GDP增
速的两倍。

短视频、直播、虚拟主播
……当前，运用新技术、新机
制、新模式，加快推进融合发展
步伐，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和最优化，已成为各地各级媒
体共同的努力方向。媒体融合
如何从“相加”真正走向“相
融”？本次年会上，媒体业界分
享成功范例。

无论媒介形态如何变革，
内容始终是新闻传播最核心、
最基础的要素。这一点得到
多位媒体负责人的认可。光
明日报副总编辑、光明网董事
长陆先高分享光明日报促进
内容生产深度融合，构建全媒
体传播新格局的探索。光明
日报不仅把传统媒体的核心
内容向新媒体延伸，新媒体平
台的内容生产也在反哺传统
媒体，构建形成光明日报新的
传播体系。

“深刻洞察媒体融合发展
大势，全程、全息、全员、全效是

‘金标准’。”新华日报社党委书
记、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董
事长双传学说，集团始终坚持

“融”字当头，强化自我革命，以
技术赋能、机制重构、流程再
造，催生化学反应，放大一体效
能。追踪技术前沿，中央信息
厨房获“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后，再度投入近亿元打
造模块化、智能化的全媒体指
挥中心，形成“策、采、编、发、
传、控、馈”完整管控闭环的“最
强大脑”。抢抓5G风口，打造
省内首个5G融媒体实验室，
加速研发5G超高清融媒体演
播开放服务平台，运用语音播
报、AI播报、机器人写作、人工
智能，让技术开启传播新窗口，
在融合下半场掌握核心技术主
导权。

推动内容与科技的深度融
合，人民视频首席市场官杨家
波介绍，人民网提出内容科技
战略，以内容为主业，以科技和
智慧为两翼，形成由内容原创、
内容运营、内容风控、内容聚合
构成的内容服务体系。同时，
人民网积极筹办国家首个社科
类重点实验室——媒体智能认
知重点实验室，推动媒体和科

技的深度融合。
江苏广电总台党委书记、

台长卜宇说，当前媒体格局正
经历深刻变革，传统媒体不再
是传播主渠道，但长时间还会
是信息的主出口；经过新技术
工具处理的信息更受用户关
注，但真实、公正永远是核心因
素；单一传播不能形成“现象
级”热点，立体传播是必选方
案，多媒体跨平台立体化传播
成为常态化策略；普适性传播
日趋式微，基于算法的定制化
精准传播兴起，新媒体环境下
需要精细化、个性化、定制化的
传播内容；视频内容新生态正
在建立，短视频、直播成为传播
主样式，资讯视频化、视频直播
化正在成为趋势。

在中国报业协会理事长、
人民日报社原副社长张建星
看来，从推进产品融合、渠道
融合到推动平台融合、体制机
制融合，主流媒体爬坡过坎改
革创新，走到一个关键节点，

“媒体融合渐入深度融合发展
佳境”。

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新技
术赋能传媒，从内容生产、传播
手段到媒体格局都将发生全方
位的颠覆式革命。

如何把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放在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中去审视，放在新
的传播科技带来的颠覆式革命
中去谋划，考验着媒体人的能
力和智慧。

“媒体融合只是手段、渠
道、方式，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这才是方向目的价值。应充分
发挥融媒体全程、全息、全员、
全效功能，让中央的声音、各级
党委的声音传得更开、更广、更
深入。要充分发挥融媒体思想
引领功能，让大家在信念理想、

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地
融合在一起；充分发挥舆论引
导功能，让正能量更加强劲、主
旋律更加高昂。”全国政协委
员、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张
首映的观点，得到与会嘉宾的
高度认可。

推进传媒和科技结合，新
浪微博副总编辑汪抒提出一个
概念——“破圈”。他说，在科
技迭代的当下，传媒发展面临
无数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应以
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新科技，
不断发现自己的特长和优势，
通过“破圈”来扩大影响力，“在
内容生产方面，需要打破一些
原有的模式、规律，传统媒体可
以在新媒体平台上获得素材，
进行内容生产；在商业化方面，

媒体同样有能力‘破圈’，像打
造文创 IP、进行知识变现，都
是非常好的尝试”。

随着 5G时代的到来，传
播格局加速重构。中山大学传
播与设计学院院长、中国新闻
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会会长
张志安说，5G影响下，传播信
息交互会更深嵌入日常生活场
景，舆论的整体形态呈现一定
的碎片化。他建议，专业媒体
要把媒体的注意力和互联网平
台的影响力进行有效互补整
合，既做好权威内容的生产，也
要做平台供给分发，尽早布局
拓展新的传播场景。要把媒体
拓展为文旅产业，更深地嵌入
广泛的数字消费文化生活，媒
体才会有长久的未来。

有“融”乃强，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破圈”发展，抢占传播制高点

瞭望时代
彰显媒体责任担当

数字看传媒

9月8日，第十五届中国传媒年会在南京开幕，主题论坛和圆桌论坛在新华传媒大酒店隆重举行 陈俨 万程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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