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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区融

媒体中心有了自己的第一个vlog

栏目

—
—

《V

行赤峰

》
。

当新闻遇上vlog，会焕发怎样的生机？
在短视频内容火爆的今天，如何让报道方式更具

活力、让新闻传播更具时效、让新闻内容更具温度？打
造更接地气、更入人心的新闻产品，是赤峰市红山区融
媒体中心长期以来努力的方向。

2019 年 11 月 9 日，“央视新闻”各新媒体平台发布
了康辉的第一支 vlog，这条内容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
同时也给红山区融媒体中心带来了启发。经过不断学
习、探索、研究，2020 年 4 月，红山区融媒体中心有了自
己的第一个 vlog 栏目——《V 行赤峰》。

红山区有哪些大事发生？疫情防控期间居民群众
应该做些什么？赤峰地区又新增添了哪些网红打卡
地？哪里隐藏着什么“神仙小店”⋯⋯这些，在《V 行赤
峰》栏目里统统都能看到！

“实用”“活泼”“有趣”是《V 行赤峰》栏目的标签，也
是节目的制作准则。栏目自开播以来，共推出 30 余期
精品视频，吸引了大批“粉丝”，全网累计阅读量超 100
万人次。

通过《V 行赤峰》栏目，居民足不出户，只要打开手
机就可以知政务事、晓民生事、感暖心事、看新奇事。
栏目一经面世，就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捧，也因为它独
树一帜、贴近百姓、贴近生活的节目风格成为红山区融
媒体中心的品牌栏目。

（红山区融媒体中心 李嘉琦 白雪川 吴凡）

乡音传党音 党史入民心
基层政策理论宣传，是一个将“精神之钙”向基层

神经末梢输送的过程。为了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
习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和中国
共产党历史，托克托县融媒体中心注重打造地方特色，
加强融媒体产品的创意生产，推出了一大批有影响力
的作品，其中 2021 年 2 月开办的《乡音土语讲党史》栏
目一经推出，便吸引了受众的广泛关注。

焦阳是内蒙古自治区曲艺家协会理事、托克托县
融媒体中心《云中书场》的评书演员，在当地很受群众
喜爱。他用浓浓的乡音土语讲述党史，将党史与革命
歌曲展播相结合，听众既学习了历史又重温了经典旋
律，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原汁原味的“听学盛宴”。

托克托县双河镇霍家圪洞村老党员刘拴占说：“这个
‘村村响’广播太适合我们啦！现在村里的老年党员很多，
眼花看不了书，行动不便参加不了支部集体学习，在家里
还不会操作智能手机，学习总是跟不上趟。这下好了，收
音机里就可以听到，大家经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房前屋
后也能听，用此地话讲党史，党员爱听，群众也感兴趣。”

《乡音土语讲党史》音频节目开播至今已经播出
120 期。各新媒体平台累计点击量达到 320.4 万次，其
中 11 期节目点击量达到 10 万+，“村村响”广播累计播
放量 3.2 万次，有效地推动了当地党史学习教育，特别
是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

（托克托县融媒体中心 王建宏 焦阳）

记录城市变迁 留住乌审记忆
生活在城市中我们总是会关注那些与百姓衣食住

行息息相关的每一个细节，这些细节背负着一座城市

的灵魂，为集中展示乌审旗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好经
验好做法，2020 年 5 月，乌审旗融媒体中心开设《城市
vlog》栏目，栏目主要以短视频形式呈现，采用多种运
镜拍摄手法，以第一视角让大家感受了解近年来乌审
旗的变迁。

他们是脱贫攻坚的见证者，更是带领农户一起奋
战的实践者，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
情，脱贫攻坚路上，他们在行动。《“第一书记”vlog：带
您看巴图湾村脱贫》《“第一书记”vlog：“憨厚”布书记
带您了解“奋进的小牛犊”》⋯⋯“第一书记”vlog 系列
视频，集中展示了乌审旗产业好、生活美，老百姓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的新农村风貌。

城市如人，有自己的记忆。记录是一种责任，用
vlog 记录城市发生的故事，用手中的镜头见证绿色乌
审这座城市的变迁，留住属于我们的乌审记忆。

(乌审旗融媒体中心 杨倩)

《理论微课堂》：
乌兰浩特干部群众指尖上的课堂

“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欢迎收看理论微
课堂⋯⋯”为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2020
年以来，乌兰浩特市融媒体中心以用户思维为导向，进
一步创新宣传报道形式，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党史学习教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等内
容，推出网上理论宣讲视频栏目《理论微课堂》。

栏目开设以来，先后联合中共乌兰浩特市委党校、
中共乌兰浩特市委宣传部“草原上的轻骑兵红色宣传
小分队”、兴安盟“一馆三址”红色教育基地等单位，制
作推出了《红船上的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个认同”系列》等融媒体产品，将党史学习教育以及
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以更加灵活更接地气的形式广泛
传播出去，成为了当地党员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指尖课
堂”。

“《理论微课堂》这种教育形式太好了，用手机可以
随时随地去学习理论政策知识。我还经常点击分享到
微信朋友圈，让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来学习。”乌兰浩
特市统计局科员冯甜甜如是说。目前，该栏目录制 60
余期，点击量 30 余万，成为当地党史学习教育宣传的特
色窗口和生动课堂。

（乌兰浩特市融媒体中心 刘文静 苏晓蕾）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民有所盼我有所办

居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公租房什么时
候摇号，是农村医疗保险怎么报销，是房产证什么时
候办下来，是 HPV 疫苗怎么预约，是社区社会工作者
工资套改何时进行⋯⋯面对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康巴什区融媒体中心开设《我们帮您问》栏目，瞄准群
众普遍关心的问题，邀请相关部门作答，一个一个解
决，一件一件答复，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
取信于民。

“孩子报考康巴什区的体育特长生考试，成绩什么
时候公布？在哪里查询成绩？”“康巴什小区步梯楼什
么时候可以申请加装电梯？”“非鄂尔多斯户籍并且没
有康巴什区房产，能落户口吗？”广大居民群众纷纷前
来留言。康巴什区融媒体中心在每周一的“康巴什发
布”微信公众号和“云上康巴什”客户端“我帮你”频道
留言，通过一周的收集、对接、“帮问”，在每周五的“康
巴什发布”微信公众号推送“我们帮您问”回答篇，将答
案集中公布。

截至目前，《我们帮您问》栏目共收集到问题近 600
条，阅读量 11.2 万，解决了教育、养老、医疗等五大类问
题 568 条，办结率达 94.7%，满意度在 95%以上。在全
区推进贯通“四个中心”开展“我帮你”实践活动，媒体
融合让《我们帮您问》栏目“大放异彩”。如今，有事

“580”已经成了康巴什区人的习惯，“拨个电话，我们的

话就有人听，我们的事就有人管。”说起这个平台，许多
老百姓都竖起了大拇指。

（康巴什区融媒体中心 刘宏宇 袁思嘉）

跟着融媒主播一起学党史
百年岁月峥嵘，百年初心如磐。为全面、系统展现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成就与辉煌，传承好、发扬好党的
成功经验，激励新一代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开鲁县融
媒体中心精心策划,推出了《融媒主播说党史》栏目，并于
2021 年 5 月在电视、广播、“两微一端”以及抖音、快手等
多个平台播发，通过主播出镜、动画视频相结合的形式，
细致、生动地再现了党的百年历程经历的重大事件、重要
会议和重要人物，进一步教育引导全党干部群众大力发
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鼓
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节目播出后好评如潮，不仅党员干部喜欢看，很多
农牧民也每天关注节目更新，通过主播精彩的讲解，再
一次感受百年峥嵘岁月，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
智慧、砥砺品格。

截至目前，《融媒主播说党史》共播出 24 期，全网播
出总量突破 100 万次，在党史学习教育宣传中发挥了主
流媒体作用，打造了开鲁县融媒体中心宣传品牌。

(开鲁县融媒体中心 吕海涛 吴月丽）

《阿荣风采》展现小城发展之美
在阿荣旗有这么一档节目，开播 20 余年，通过真

实的镜头和细腻的笔触，以小见大反映出阿荣旗各
条战线的人物故事、百姓见闻，介绍阿荣旗的社会民
生、民俗风情、民间文化以及经济文化，深入、客观地
展现富于创新、充满活力的当代新阿荣。《阿荣风采》
作为阿荣旗融媒体中心的一档自办栏目，重视节目
本土化和传承地域文化，通过对新闻事件的深度报
道，立体式、全景式地展现阿荣旗如何砥砺奋进、发
展变化。

《阿荣风采》开播于 1998 年 9 月，是一档地域化、本
土化和特色化浓厚的专题报道栏目，每周播出两次，视
频时长 20 分钟以内。节目以本地的文化资源、致富典
型、杰出事迹等作为选题，涵盖脱贫攻坚、党史教育、民
俗文化、疫情防控等内容，真实地反映阿荣旗干部群众
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风貌，做到了既有看点，又受老百姓
欢迎。阿荣旗融媒体中心成立后，“阿伦眼”客户端上
线，《阿荣风采》同步在客户端播出，每期节目的关注和
点击量均在 1.1 万次以上，其中《初心不变永感党恩》

《阿荣潮涌壮歌行》《圆梦》《小城无处不飞花》《花香飘
溢满山乡》等作品播放量达到 1.5 万次。

《阿荣风采》栏目在力求做精致做好看的同时，更
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追求报道浓墨重彩、内容丰富
全面、形式不拘一格，让传播力、影响力和美誉度、好评
度逐年攀升。 （阿荣旗融媒体中心 田国威）

畅通百姓诉求高速路
架起服务群众连心桥

“我们家的暖气不热！”“我们家门口的路不平，有

个特别大的坑！”⋯⋯你是否也和他们一样，有着类似
的困扰，当遇到问题时，不知道该去哪里投诉？《驼乡云
声》来帮你！当遇到职能部门服务不到位时，不知道该
去哪里反馈？《驼乡云声》来帮你！

为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功能，切实连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阿拉善左旗融媒体中心于 2020 年 9
月在“驼乡云”客户端开设《驼乡云声》民生互动栏目，
为当地百姓搭建了一个线上建言献策、民生诉求的表
达渠道。老百姓通过该栏目，提出“急难愁盼”问题，这
些问题可以直达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对收到的问题线
索，第一时间答疑解惑。

阿拉善左 旗 机 井 队 退 休 工 人 王 复 海 等 22 人 在
1993 年退休时正逢工资改革，导致退休金只发了 9 个
月就停发了，向所在单位多次询问无果，他们通过《驼
乡云声》栏目向媒体求助，作为栏目联动部门的阿拉
善左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一时间根据现行政
策及时与当事人所在单位沟通核实，给出权威解答并
予以协调解决。“接受群众监督、畅通群众诉求、纠正
不正之风、构建和谐阿左旗”，《驼乡云声》栏目以此为
宗旨，联动贯通包括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综合
服务中心和政务服务中心在内的全旗 83 家单位。截
至目前，《驼乡云声》栏目已征集群众诉求 188 条，办
结 116 条。

（阿拉善左旗融媒体中心 王一帆）

《逛马都》：我在马都遇见你
一颗樱桃能引发什么样的猜想？冬日的草原城市

有着怎样的绿色？端午节在锡林浩特这样逛！在《逛
马都》栏目里，锡林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运用“马都+”全
媒体思维，展现了中国马都·锡林浩特独具特色的饕餮
美食，浓厚的民风民俗，壮丽的草原风光，纯朴的迷人
风情。

《逛马都》是锡林浩特市融媒体中心原创品牌栏
目，栏目由锡林浩特市融媒体中心百灵鸟工作室团队
独立策划制作，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以畅游、发现、
关注、服务为特色，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以小人物讲
述大时代，用接地气、趣味性强的方式全面解读锡林浩
特市这座草原城市。

栏目自 2020 年 7 月创办以来，在锡林浩特市融媒
体中心全平台同步发布，深受受众喜爱。主持人以体
验者的身份畅游锡林美景、探寻锡林美食、寻找锡林故
事，展示锡林浩特市生态旅游、饮食文化、民俗民风、经
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独特的文化旅
游资源，深化“中国马都·草原明珠·锡林浩特，一个骏
马驰骋的地方”对外宣传形象。

来锡林浩特，一定要先看《逛马都》，才能获得锡林
浩特的正确打开方式。让锡林浩特市融媒体中心带你

《逛马都》，让我在马都遇见你。
（锡林浩特市融媒体中心 冯杨）

期期学党史 人人悟思想
为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商都

县融媒体中心创新传播形式，推出《商都融媒带你学党
史》栏目，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领悟党的思想，坚定
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办好岗位实事。

该栏目以系列短视频的形式，邀请全县各行各业
的 70 余名党史播报员每日进行党史播报。带动全县人
民群众参与到学习党史的热潮中。主播通俗易懂的讲
解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这一栏目也成了商都县融
媒体中心有人气、接地气的“品牌”栏目。商都县育苗
小学教师杨晓萌说：“我一直关注着‘活力商都’微信公
众号，每天追更栏目，从中学到了很多党史知识，在学
习先辈的奋斗历程中，我会进一步加强理论修养，涵养
品德修为，做人民满意的人民教师。”

（商都县融媒体中心 琚中博 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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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答疑解惑

。

（本版编辑及统筹：王宇婷 高志刚 李亚丽
兰玲 王昊 徐东谦 张玲）

在这个“内容为王”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容生产是最好的传播利器。从 2020 年开始，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内蒙
古日报社、自治区旗县级融媒体运营服务中心创新性地在全区开展融媒体产品生产“大比武”活动。全区旗县级融媒体中心生
产了大批有分量、有气质、有温度、接地气的优质栏目和内容，旗县级融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大幅跃升。在第二
届旗县级融媒体中心“四名”大赛中，涌现了一批有观点、有温度、有互动的“名栏目”。

打造精品栏目打造精品栏目打造精品栏目，，，传输地方强音传输地方强音传输地方强音，，，请看请看请看：：：

旗县级融媒体旗县级融媒体旗县级融媒体“““最美发布最美发布最美发布”””

乌兰浩特市融媒体中

心

《理论微课堂

》栏目将党史

学习教育以更加灵活更接地气的形式广泛传播出去

。

开鲁县融媒体中心工作人

员正在制作

《融媒主播说党史

》

视频节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