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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届中国新闻奖昨天颁奖 2017 年度广东新闻奖近日揭晓

珠海报业多件作品斩获大奖
用心用情用功 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中国新闻奖

新闻采访中心经济新闻部主任廖明山：

第 28 届中国新闻奖颁奖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在
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第
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第十五届长
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 8 日上午在京
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
调新闻战线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精神，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守正创新做好新形势下新闻舆
论工作。
11 月 2 日，
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
者协会主办的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
奖、第十五届长江韬奋奖评选结果正
式揭晓。珠海特区报社两件作品获
奖，其中《珠江晚报》消息稿件《创造
港珠澳大桥的
“极致”
》荣获消息类一
等奖，
成为珠海建市至今获得最高荣
誉的一篇新闻作品。为第十九个中
国记者节献上了沉甸甸的厚礼。
珠海特区报社的另一篇获奖作
品，是旗下新媒体“珠海特报 APP”
制作的网络游戏《我为港珠澳大桥
完成了“深海穿针”
》，通过 H5 网络
技术的创新，实现了与广大网民的
互动，荣获中国新闻奖融媒互动类
三等奖。

广东省新闻奖
珠海报业 9 件作品获 2017

获奖者说

珠海报业作品荣膺
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对于一名新闻工作者来说，见证并记录超
级工程——港珠澳大桥一步步跨越伶仃洋天
堑，
无疑是幸福的。
港珠澳大桥是座新闻富矿，任何点滴进
展、建设故事都是新闻热点。但超级工程建设
举世瞩目，国内外媒体云集，堪称激烈的媒体
大战。作为地市媒体记者，我们想要在媒体大
战中突出重围，其实并不容易。最终，我们交
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强调,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在港珠澳大桥的媒体大战中，不
断增强
“四力”
，就是我们的制胜法宝。
我们没有放过大桥建设的点滴细节，一次
次走上伶仃洋现场，成为对于大桥报道最为详
尽的媒体之一；我们在媒体记者全部撤离后再
度重返现场，独家挖掘到“一次‘多’出来的深
海穿针”的动人故事；我们不断尝试给传统媒
体来点新花样，推出了让人惊艳的八个整版
“冲刺伶仃洋”
精美长卷；我们不断探索融媒体
报道的新玩法，推出了引爆朋友圈的小游戏
“我为港珠澳大桥完成了
‘深海穿针’”
……
如今，港珠澳大桥已正式通车运营，很多
大桥建设者，早已经离开珠海，深藏功与名，忙
碌在新的建设工程现场。对于媒体记者来说，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启幕，珠海奋力推动“二次
创业”
，我们新闻报道的新征程，又将从港珠澳
大桥开启。

新闻采访中心民生新闻部首席记者陈新年：

珠江晚报《创
造港珠澳大桥的
“极致”
》获广东省
新闻奖消息类一
等奖

珠海特区报
《一次“多”出来的
“深海穿针”
》获广
东省新闻奖通讯与
深度报道类一等奖

新媒体中心运营专员陈嘉平：

纸媒编辑中心首席编辑冯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形势发展，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
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
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这要求我们基层新媒
体工作者更加认真细致挖掘新闻素材的新
媒体亮点和兴趣点，通过更多元化的表达
手段讲好新闻故事，以更接地气的形式传
播新时代好声音。

年度广东新闻奖，创近年最
好成绩

两件作品分别获
消息和通讯一等奖
2017 年度广东新闻奖评选结果
近日揭晓，珠海报业传媒集团有 9 件
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 2 件，二等奖
4 件，三等奖 2 件，新闻好标题奖一
件。珠海特区报《一次“多”出来的
“深海穿针”
》和珠江晚报《创造港珠
澳大桥的“极致”
》分别荣获通讯与深
度报道类一等奖、消息类一等奖。
近年来，珠海报业传媒集团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
市委宣传部的直接指挥下，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精心策划主
题宣传，加快推进媒体融合，新闻产
品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得
到进一步提升，新闻佳作不断涌现。
此次获奖的作品涵盖了消息、通
讯与深度报道、评论、标题、版面、新
媒体等多个类别。其中，珠海特区报
《一次“多”出来的“深海穿针”
》
（作
者：廖明山 陈新年，编辑：冯磊 陈为
安）获通讯与深度报道类一等奖。同
时，珠江晚报《创造港珠澳大桥的“极
致”
》
（作者：陈新年 廖明山，编辑：靳
树乾 张大勇）获消息类一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新闻奖今年
首次增设媒体融合奖项，珠海报业传
媒集团即崭露头角。珠海特区报新
媒体中心历时月余推出的《我为港珠
澳大桥完成了“深海穿针”
》荣获新媒
体创意互动二等奖（主创人员：陈嘉
平 金阁 伍洲）。
此次获奖的另外 6 件作品分别
是：
珠江晚报《蓦然回首 书店回暖已
在灯火阑珊处》
（作者：卢展晴 宁睿，
编辑：蒋蓉 宁桂飞）获通讯与深度报
道类二等奖；
珠海特区报《文明城市建
设要颜值和气质并重》
（作者：
朱燕，
编
辑：
田建民 王木林）获评论类二等奖；
珠海特区报2017年5月3日导读版获
新闻版面类二等奖（主创人员：冯磊
赵耀中 王木林）；
珠海特区报《为机器
人和机械手臂装上“眼睛”
和“大脑”
》
获消息类三等奖（作者：
廖明山，
编辑：
朱彤 王木林）；
珠海特区报 2017 年 4
月 25 日 05 版获新闻版面类三等奖
（主创人员：
于仁智 蔡报文 朱万红）；
珠海特区报《轻轻穿过你的海 不惊
扰你的岁月 港珠澳大桥建设者保护
中华白海豚的故事》获新闻好标题奖
（主创人员：
朱万红 王木林）。
本报记者 宋一诺

在媒体工作已 20 年的我，
2015 年底接手港
珠澳大桥的新闻采访工作。为了获得每一个重
要工程节点的最新信息，我总是争取一切条件
进入现场采访，
被大桥建设者笑称为
“大桥工地
记者”
。
我认为，重大题材的独家新闻，是靠记者
用脚去跑出来的；重大题材的好新闻，需要选
择独到的报道视角；重大题材的精品新闻，更
要用脑去“挖”出时代精神；重大题材的获奖新
闻，更离不开报社领导的策划、指导，还有编
辑、校对的用心，
是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
除了广东省新闻奖消息类一等奖，
《创造港
珠澳大桥的
“极致”
》还获得了 2017 年度赵超构
新闻奖特等奖，获评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消
息类一等奖，成为《珠江晚报》创刊至今获得最
高荣誉的一篇新闻作品。身为港珠澳大桥建设
的见证者、记录者、传播者，
面对如此荣誉，
除了
激动，
就是庆幸和感谢。
作为全媒体时代的新闻工作者，要时刻牢
记并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要
求，
切实增强
“四力”
：
强脚力，
不仅让采访永远走
在路上，
而且还要站稳立场；
强眼力，
不断淬炼观
察力、判断力，
发现新闻价值；
强脑力，
坚持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提升新闻的深度和高度；
强笔力，
勇于表达、
善于
表达、及时表达，用真情感染人，用活事例说服
人，
用正能量鼓舞人，
让作品有影响力和可读性。

珠海特区报《我为港珠澳大
桥完成了“深海穿针”
》获广东省
新闻奖新媒体创意互动二等奖

融媒体总编室副主任朱燕：
评论是媒体的声音，没有评
论的媒体，是不能很好表达自己
的思想的。珠海特区报作为党
报，必须立场鲜明、掷地有声地发
出自己的声音、发出党报的声音，
如此，才能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重视新闻评论，
是满足人民群
众需要的重要工作内容。新闻报
道是满足群众的知情权，
让群众知
其然，
而新闻评论是满足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新探究、新
感受，
让群众知其所以然。
一个好的党报评论员，要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增强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在基础性、战略
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
珠海特区报《文明城市
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 建设要颜值和气质并重》获
下功夫。
广东省新闻奖评论类二等奖

在 30 年的新闻生涯中，每一次获奖我都
很珍惜，同时也很清楚，这份殊荣不完全属于
自己,因为每一个获奖作品，都是集体智慧的
结晶；每一个获奖者身后，都站立着一个默默
奉献的集体。
作为一名夜班编辑，最想的是出新、最盼
的是出彩、最怕的是出错。熬夜劳神是常态，
至于出名，那不是编辑应该想的事。所谓“为
他人做嫁衣”，便是最好的写照。报纸的版面
虽然不大，却是我人生的舞台。这里，有我的
责任、我的快乐、我的梦想。每一个晚上，所
有的心血，都是为了能给读者呈现丰盛的新
闻大餐。
进入新时代，
编辑要有新作为。在未来的
日子里，我要继续提升综合素质当好“把关
者”，慧眼识珠当好“引领者”，脚踏实地当好
“奉献者”
。始终相信：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

珠海特区报导读
版获广东省新闻奖新
闻版面类二等奖

新媒体中心采访部首席记者卢展晴：

珠江晚报《蓦然回首
书店回暖已在灯火阑珊
处》获广东省新闻奖通讯
与深度报道类二等奖

《蓦然回首 书店回暖已在灯火阑珊处》
看似是一个很小众的选题，可通过深入采
访，全面梳理珠海书店发展历程及探究其未
来发展趋势，是对城市文化发展指示灯的关
注，更是对人们文化追求与思想潮流变化的
深究。
“深入”
力量动人心。我认为，新闻报道
使命有两个层次，一是反映社会，二是影响
社会。深度报道正因为更具深刻的思辨，能
给人带来思考而衍生出对社会的影响力。
通过有力量的报道正确引导舆论，做党的政
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
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是每个
新闻工作者的使命。
记得刚入行时，有位前辈勉励我：
“做记
者要守住节操，做新闻要保持兴奋。”9 年过
去了，节操依然，兴奋不减。恰恰每次做深
度报道时，便是最兴奋时。那时刻，心会最
接近初心，
人会最牢记使命。

纸媒编辑中心特报编辑部首席编辑朱万红：
做了 20 多年编辑工作，每
每看到好稿仍然会激动。
首先，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
故事，而这个标题，正是源于对
这个好故事的感动。报道中提
到“对于港珠澳大桥来说，打造
绿色环保示范工程，
是同建设世
界先进跨海通道同等重要的目

珠海特区报《为机器人
和 机 械 手 臂 装 上“ 眼 睛 ”和
“大脑”
》获消息类三等奖

标。在大桥建设同时保护好中
华白海豚，
实现
‘大桥通车、白海
豚不搬家’，是大桥建设者的承
诺。”围绕这句美丽而了不起的
承诺，
值班领导与编辑一起琢磨
标题，几经修改，最后一个充满
诗意，拟人化的标题“翩然”出
炉，
大桥与白海豚和谐共处的美
好画面，
跃然纸上。
琢磨标题画龙点睛，梳理
稿件聚焦重点，让新闻生动，让
珠海特区报《轻轻穿过你的
读者悦读……精耕细作就是，
海 不惊扰你的岁月 港珠澳大桥
每一个版面都是对每一篇稿件
建设者保护中华白海豚的故事》获
的量身定做。
广东省新闻奖新闻好标题奖

可视化产品中心视觉工作部主任于仁智：
围绕港珠澳大桥
这个“超级工程”，珠海
特区报策划了连续 8 天
每天一个版的系列报
道“冲刺伶仃洋”，报道
不同时间节点港珠澳
大桥的施工情况，图文
并茂地展示其建设过
程。最特别之处在于，
当 8 天的 8 个版面拼接
在一起时，一条完整的
大桥竟然实现“无缝对
接”，惊现眼前，呈现了

立体可感的港珠澳大
桥形象。被读者称为
最值得收藏的报纸版
面之一。
作为版面视觉编
辑，要敢于突破传统媒
体的固有形式，在版面
布局和形式上开拓创
新 ，增 强 创 造 力 、感 召
力、公信力和国际传播
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
中国特色。

珠海特区报版面获广东省新闻奖新闻版面类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