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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融媒

粉 丝 热 评鼠标一点速览发布会
海外网 侯兴川

侠客风云 独家对话

3 月 8 日中午，侠客岛编辑张少
鹏背着一个巨大的书包赶去吃午饭。
包里装着摄影器材，午餐结束后，他
就要匆匆赶去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
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

“我参与过 3 次两会报道，节奏
一 次 比 一 次 快 、 强 度 一 次 比 一 次
大。”张少鹏在微信上发来这句消

息，结尾还加了一个“笑哭了”的表
情包，“连轴转、不停歇，忙到夜里
是常有的事。星期五拍摄、星期六剪
片、星期日成稿，一周要采访、拍摄
四五位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但看到
工作成果能被大家喜爱，还是非常激
动的。”

只要能推陈出新、抓住热点话
题，工作节奏再忙都可以克服、也必
须克服，这就是“侠客”人的日常。
中国经济形势是国内外都极为关注的
新闻热点。两会期间，“侠客岛”就

敏锐地推出视频访谈节目“侠客风云
会·中国经济大家谈”，采访 TCL 董
事长李东生、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
好、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等知名企
业家。“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
展新趋势的，这是我们想要探究的问
题。”张少鹏说。

3月7日，“侠客岛”发布了系列
访谈中的第一篇《【独家专访】 TCL
李东生：我为什么对中国民营企业有
信心？》。访谈对是否存在“国进民
退”、中国目前营商环境如何、中国
企业有没有核心技术等敏感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网友“二详”在文章下
留言说：“‘侠客岛’的记者，有范
儿。问题都提到了点子上，回答的也
直接明。‘国进民退’的噪声可以休
矣！盛赞我岛，釆访了民众关切的重
点！”

报网联动 两会观察

3月10日上午，微博话题“岛叔
发自两会一线”的阅读量已接近 400
万，话题主持人正是“侠客岛”。在

“岛叔发自两会一线”的话题下，既
有记者会上抓拍的视频片段，也有
及 时 发 布 的 图 文 讯 息 。“ 携 号 转
网”、“民营企业”、“中美经贸磋
商”、“各地政风”……每一条微博
都关注最热门的话题，并且能在一
两百个字之内，说明“侠客岛”的
态度立场。网友们也特别爱转发、
评论“侠客岛”的微博。“‘侠客

岛’的两会报道新鲜有趣，直面问
题、观点辛辣。关注了，不亏！”网
友“麦子西西西”说。

5 年前，“侠客岛”从微信平台
做起。现在，“侠客岛”已入驻微
信、微博、头条号等多个平台，原创
内容全网可读，更好地扩大了影响、
引导了舆论。除了在网络上运营得风
生水起，“侠客岛”也传统媒体落
地。从 2018 年两会开始，“侠客岛”
就在本报开辟了“侠客岛·两会观
察”专栏，以犀利的语言点评当日会
议热点，打破了报纸言论的常规文
风，令人眼前一亮。专栏文章同时落
地报、网，既能彰显评论的权威性，
又能与广大网民互动。

今年两会期间，已经刊发的《三
组关系里的中国智慧》《生态文明建
设“四个一”的内在逻辑》《这个
APP让委员履职不断线》等文章，都
收获了不少好评。网友“钦若昊天”
评论“两会观察”栏目的稿件称，文
字犀利、透彻，让人一看就明白。这
才是好文章！

粉丝活跃 各界肯定

两会期间高强度的工作以及不断
创新的能力，是“侠客岛”发展优势
的一个缩影。用心呈现给读者最精彩
的新闻报道、最精锐的时政解读，更
大的成绩是让“侠客岛”积累了一大
批忠实度、活跃度都很高的粉丝。

目前，“侠客岛”全网粉丝人数

已超过 1000 万。每次发生热点事
件，不少“岛友”都极为期待“侠客
岛”的发声，不惜为了第一时间看到
文章而守候到午夜时分。读者热爱

“侠客岛”，同样，侠客岛的编辑们也
很珍视自己的粉丝。“很多粉丝都是
关心时政话题的年轻人，他们也是未
来中国的中坚力量。我接触到的不少

‘岛友’都有理想、有干劲、对未来
充满期待，并且在努力做事让这个国
家变得更好。很幸运，‘侠客岛’让
我们彼此找到了同路人。”侠客岛编
辑姚丽娜说。

5 年来，“侠客岛”的发展也受

到了各方肯定。去年，中国新闻奖首
次设立媒体融合奖项，“侠客岛”便
摘取了一等奖的桂冠。首届“两微一
端”百佳评选中，“侠客岛”从 1075
万个机构类微信账号中脱颖而出，位
列微信创新力十佳榜单首位。而今，
走进“侠客岛”编辑团队所在的那间
不算大的办公室，便能看见左手边书
架的最上排，已经密密麻麻挤满了各
式的奖状和奖杯。

在国际影响力上，西方主流媒体
也经常转载、转引“侠客岛”的文章。毫
不夸张地说，“侠客岛”也已经成为了
世界观察中国的一扇独特窗口。

微信公众号“海外网”《总书记问
河南：“‘馒头办’没有了吧？”》

网友“傅文华”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网友“王贤兵”

“馒头办”这个词有意思，从前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波波”

农村脱贫上靠好的政策，下靠勤劳的双手。
网友“天阔地大”

只要咬定目标，好好干，就一定“中”！

微信公众号“海外网”《全国人大
代表建议：取消机动车驾驶证》

网友“南方”
改革可以一步一步来，“无纸化”是时代

发展的趋势。
网友“龙吟”

希望未来能把身份信息、社会保障信息、
驾驶证信息等都统一绑定在身份证上。只要一
证在手，去哪办事都方便。
网友“直通”

好点子，科学、便民。

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全国政协
委员：“痕迹主义”迷失干部工作方向》

网友“白衣卿相”
基层工作如果总是有写不完的报告、填不

完的表，那时间都浪费在这里了。
网友“汐”

能如此准确地为基层发声，可谓句句戳
心，很接地气了。
网友“大熊怪”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觉得这些话真是说
到心坎里了。
网友“Mr F”

务实、接地气，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微信公众号“央视新闻”《减税降
费“超预期”，政府如何过“紧日子”？
收支缺口怎么补？》

网友“Nuanyang”
一 图 看 懂 ， 一 目 了 然 ！ 政 府 过 “ 紧 日

子”，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网友“九”

看懂了！要开源节流，让利于民。
网友“吴鹏“

图文形式简单、直观、清晰，一目了然。
网友“猴大王”

减少浪费，就是最好的节约。
网友“鲸鱼”

我们自己也不要小看平时的细节，在单位
随手关灯、正反使用打印纸、关闭不必要电
器、不浪费水等，都是很好的节约行为。

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来！带
你去看一家中央级媒体的两会工作间》

网友“政方形”
辛苦了，记者边吃饭还要边采访，这张图

片真让人心疼。
网友“树洞”

在两会时间，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述
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不容易！记者编辑
们辛苦了。
网友“檀俊俊”

在一线工作的媒体朋友辛苦了！感谢你们
把两会声音传递给全世界。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微博网友“海蓝
金沙”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记者会上说稳健
货币政策的内涵没变，我理解就是不会大规模
放水刺激市场。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微博网友“铁锤
挥舞”

两会关注了很多民生话题，我心中最实惠
的“民生红包”就是让百姓住得起房、看得起
病。

海客新闻客户端用户“左左是局外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理事董希源说，
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应当担起重任、再谱文化
交流新篇章，我觉得很对。我们完全可以发挥

“一带一路”的优势，推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
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

（本报记者 李 贞）

侠客岛文章 《【解局】“王国委！今
年拿掉台湾几个‘邦交国’？”“哈哈哈
哈”》引起各界解读，特别是台湾媒体的
注意，文章被台湾 《联合报》《经济日
报》等媒体转引18次。该篇文章及相关视
频在脸书、推特、香港讨论区等社交媒体
亦引起网友热议。

台湾 《联合报》 3 月 8 日刊发文章
《被问今年要拿下台湾几个“邦交国”王
毅：“哈哈哈哈”》 称，根据 《人民日报
海外版》 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报
道，在记者会结束后，王毅步行离开时，
有记者在现场高声提问，“王国委！今年
拿掉台湾几个‘邦交国’？”王毅没有回

答，而是“哈哈哈哈”大笑四声。台湾《经济
日报》随后全文转发了《联合报》这篇报道。
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东森新闻云、《中时
电子报》等岛内主要媒体均予以了报道解
读，在岛内引发较高的舆论热度。

王毅在记者会后这一段有意思的问
答，也引起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新加坡《联合早报》等
境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称赞王毅对敏
感热点话题的回应展现了很高的政治智慧
和艺术。

（海外网数据研究中心 徐莳超）

“‘侠客岛’是你们办的吧？”“我经常看。”这两句话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
“侠客岛”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一个新媒体品牌。今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

志走进人民日报新媒体大厦。在播控大厅电子阅报栏前，习近平总书记主动提到了“侠客岛”。在听取“侠客
岛”工作室的情况汇报时，总书记频频点头。

“侠客岛”，这一创立刚满5年的新媒体，究竟有何魅力？今年两会期间，它又有着怎样出彩的表现？今
天，我们来一起探秘“侠客岛”的“两会时间”。

“侠客岛”采访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侠客岛”采访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2018年11月9日，“侠客岛”在北京举办以著名作家金庸为主题的粉丝线
下沙龙

“没时间看发布会直播咋办？”融媒体
时代这都“不算事儿”，海外网两会专题

“发布会”栏目专为“大忙人”设置，即
时摘点编发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新闻发布
会、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大忙人”闲
时可以点一下鼠标，1 分钟看尽数百字的
发布会“干货”、“要点”。截至 10 日 17
时，该栏目已发布“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中国外

交政策和对外关系”、“政协委员谈‘新时
代政协履职’”记者会等 13场，稿件 200
余篇，覆盖网络用户2500万。同时，为满
足不同受众的阅读习惯，该栏目利用会前

“海客新闻5.0”客户端平台收集的网友关
注热点议题，针对性地将发布会上的重大
政策信息、热点议题予以重点发布。该栏
目 9日发布的 《商务部：中美元首达成重
要共识方向是全部取消相互加征的关税》

一稿，经栏目发布传播，4 小时内便有关
心中美经贸关系的读者 120万人 （次） 阅
读；10日发布的《霍启刚：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对香港青年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有
青年及港澳人士超 100 万人 （次） 阅读；

《台湾“民心在变”！台籍代表：生于台湾
愿归于大陆》一稿，则有关心两岸事务的
民众 170万人 （次） 阅读。敬请扫码一键
通览“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