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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基层代表的

“两会时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秉泽

点开“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首页的“视觉”，或者从
“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界面点击“新闻现场”，即可看到
已经持续了 10 多天的直播节目“一位代表的两会全记
录”。

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梁文同，成为节目主角。
梁文同代表是贵州从江县洛香镇大团村的一名返乡创业
农民工，侗族人，目前已从事养殖业 13 年，是养猪养鱼方
面的能手，曾被评为省级劳模。2013 年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以来，梁文同代表积极履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好建
议，在当地群众中威信颇高，是个有故事的人。

3月 3日下午，“一位代表的两会全记录”发出第一条
报道，图文报道梁文同代表在生产设施被损坏的情况下，
按期出发参加全国两会履职的故事。此后，节目持续跟
踪报道梁文同代表在北京参加会议的全过程。整个直播
以代表履职为主线，围绕代表关心的话题以及与之相关
的乡村故事展开。

为了报道好梁文同代表的履职经历，深入挖掘背后
故事，《经济日报》记者每天早上 8 点与代表汇合，多数时
间与代表在一起，直至晚上 10 点多才离开。通过拉家
常、讲故乡、谈变化，彼此渐渐熟悉，关系日渐亲近。记者
了解到梁文同代表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捕捉到了不少
充满趣味的细节，抓到了不少“活鱼”。

譬如，全国人代会开幕前一晚，梁文同代表给妻子反
复交代自己的座位位置；譬如，他与省长抢话筒的经历；
再譬如，他在空闲时间与朋友在微信群中对歌，以及每件
事情背后的故事等等，都是记者“蹲守”在梁文同代表身
边获取的。

“一位代表的两会全记录”节目上线后，得到广大读
者的持续关注，每日点击量稳步上升，不少新闻同行认为
报道“有意思，有意义”。读者也纷纷为代表点赞，留言说

“梁文同是农民的好代表”。
在与梁文同代表的长时间相处中，记者深深感受到

了全国人大代表职责的神圣和当好代表的不易。全国人
大代表肩负百姓信任，要把建议提到点子上，批评点到要
害处，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平时多下功夫，多学习和多
研究。为了把建议写好，梁文同代表常常熬更守夜。这，
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梁文同代表确实是将代表的责任
扛在了肩上。 （摄影/本报记者 吴秉泽）

代表们认为，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产学研有效结合——

让创新驱动实体经济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忠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实体经济优
化结构，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3
月 10 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
士、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崔向
群，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康缘集团董事长、
中国中药制剂过程新技术重点实验室主
任、博士生导师肖伟，全国人大代表、致公
党江苏省委副主委、南京理工大学校长助
理、博士生导师吴晓蓓做客“中经两会之
夜”，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紧握经济转型推手

“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撑，还是实体

经济。如果实体经济没有创新驱动，就不
会牢靠，也不会有实力。”肖伟代表认为，
所谓“三去一降一补”中的“三去”，实际上
就是经济结构转型。如果说没有创新，过
剩的产能就无法去掉；去掉了过剩产能以
后，实体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创新来补充。
因此，创新驱动应该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的关键推手。

崔向群代表表示，改革开放 30 多年
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
就，接下来要进一步提升经济实力，就必
须掌握核心技术，拥有核心知识产权以及
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这些都需要创新
驱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创新方面提

得非常具体。”吴晓蓓代表表示，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不断强
化科学技术研究，鼓励科技创新，如今科技
创新已成为时代最强音。“只有通过科技创
新，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大力改造传统
产业，全面提升质量水平，才能够使经济社
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吴晓蓓代表说。

挺起科技创新龙头

如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首先，要加
强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吴晓蓓代表
认为，这是科技创新龙头，也是科技创新
源泉，任何科学技术都离不开理论基础支
撑，“没有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创新不

会有很强的活力和后劲”。
“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很重要。国

家要完善对其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鼓励
和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布局。”肖伟代表
说，世界一流企业非常注重基础研究和原
创性研究。譬如，国外很多大实验室都来
源于企业，或者都是依靠企业支撑。

针对当前国内企业原创能力严重不
足的问题，肖伟代表表示，要想做成真正
的科技型企业和一流企业，企业家一定要
有战略思维，舍得“烧这个钱”。他认为，

“如果不舍得在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方
面投入，即使有创新成果也不会扎实”。

打通产学研“肠梗阻”

如今，我国已经有了很好的经济基础，
科研条件也在不断向好。如何进一步发挥
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将创新和科研成果
尽快转化成经济成果？崔向群代表表示，
关键是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包括
切实落实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完善知
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体系等。

“当前，有很多科研成果，或者说初期
的创新苗头，基本上都藏在研究院校里
面。”肖伟代表表示，将这些成果产业化，推
向市场的道路并不顺畅，还存在“肠梗
阻”。“主要是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不够灵
活。”肖伟代表认为，但凡创新做得比较好
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对产
学研理解较深，行动较早，能够深入到学
校、院所，与研究院所一起在业绩方面挂
钩，联合共同开发。肖伟代表认为，当前要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加强产学研有效结合，甚至政产学研
结合。

3 月 10 日，崔向群代表（左二）、肖伟代表（右二）和吴晓蓓代表（右一）在“中经两会

之夜”就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探讨。 本报记者 杨忠阳摄

“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 2016 年的 GDP 增速为
6.7%，人们注意到这是 26 年来的新低。有机构预测，
2017 年中国 GDP 增速为 6.5%。全国政协每年要召开
多次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请问发言人，政协委员对
2017 年中国经济走势有何判断？”放下话筒，记者如释

“重”负。这是记者在 3 月 2 日下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
二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

一个“重”字，是记者十几年的心理写照。3 月 2
日，去发布会现场的路上，记者与出租车师傅有过一段
对话，至今仍记忆犹新。看到记者脖子上挂的两会记
者证，见多识广的北京的哥马上说：“您是要上大会堂
采访的记者啊？”记者笑着点头。估计是听到记者坐在
后座不停地长长吁气，师傅忍不住又说：“看样子您也
是老记者了，还这么紧张吗？”一句话正中要害。

是的，记者紧张，做记者十几年，采访过许多人、许
多事，报道过很多场发布会，紧张一直如影随形。因
为，我们面对的每个报道任务都是不同的，新闻职业的
性质决定了工作绝不重复，也意味着工作没有可复制
性。每一次接到任务，都必须全身心投入，新记者需加
倍努力，老记者亦无“倚老卖老”可言。更重要的是，新
闻作品面对千千万万受众，如果出错，就是对广大读者
不负责任。如果不把握好每次提问机会，就无法为读
者呈上鲜活、深入的报道。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一年里，中国经济
仍将是世界经济最强劲的‘发动机’。”听发言人就记者
的提问娓娓道来，如释“重”负的同时，记者心里充溢着
自豪和欣慰。两会是焦点，作为每年两会首次发声的
政协新闻发布会，更是焦点中的焦点。这场海内外媒
体都密切关注的发布会当真是一“问”难求。

怎么办？我们必须迎难而上！表面上，提问的是
记者一个人，但背后是强大的采编团队。春节刚过，
大家就开始为这场发布会报道作策划：融媒体时代，
报道要报纸、网站、两微一端、视频直播等多形式联
动推出；报道内容要有层次，历届政协新闻发布会回
顾和热点分析、发布会场外花絮、会场内实时报道
等完整呈现；梳理时下经济热点，反复斟酌后确定
提问问题。记者为“抢”到、抓到这么重要的提问
机会，和同事们提前几个小时排队进场、为占到有
利位置没有时间吃午饭、现场人多出入不方便连水
都不敢多喝⋯⋯这些真的都不算什么。

还有一个“重”就是，融媒体时代记者的任务更重
了。一场发布会要一“菜”多做，为报纸供稿时，我们
是文字记者；做视频直播时，我们是出镜记者；为两
微一端报道配图时，我们变身摄影记者。看到发布
会现场，有媒体同行已经将“多信道直播平台”的设
备如钢铁侠般穿到身上。记者心里默默为自己加
油：练好报道的多种技能吧，否则无法承受一名合格
融媒体记者之“重”。

肩负融媒体记者之“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廉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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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记者”两会大比拼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哲

对于媒体记者而言，今年的全国两会格外不同。
无论是在人民大会堂，还是在代表团驻地，到处都上演
着“融记者”的大比拼。

3月 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首场新闻发
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境内外多家媒体的记者
早早来到大会堂东门广场上排起了长队。细细观察这
支队伍，几乎人人手中都握着“新式武器”。传统的“长
枪短炮”、自拍神器之外，又增添了多种叫不出名称的
现代设备。扛摄像机的是电视记者、拿照相机的是摄
影记者、“空手而来”的是文字记者，这种“以貌取人”判
断记者行当的传统经验已不再适用。如今，所有的记
者都是“融记者”，一身多任。

以《经济日报》为例，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经济日
报》“中央厨房”正式启动。这个全媒体采编平台集主
报、移动端、中国经济网、直属报刊等为一体，实现了新
闻资源的集成共享、实时联通。

在采编流程高度融合的同时，此次两会的报道形
式也有了巨大突破。早在代表、委员们尚未抵京之时，

《经济日报》“融记者”的“现场直播”就已启动。飞机火
车上的点点滴滴、审议现场的热烈情景、新闻发布会上
的重磅消息、代表委员的精彩言论、两会期间的轻松花
絮⋯⋯被“融记者”们一一记录下来，用现场直播的方
式，呈现给读者。

在各场新闻发布会中，同事们密切配合，利用图
文、视频直播的方式，借助两微一端和中国经济网平
台，第一时间将新闻信息发布出去，让读者及时“尝
鲜”。此后，再融合多位记者视角，解读新闻背后含义，
配合图片和图表，将深度报道在报纸上精彩呈现。

借助现场直播，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但这还远远
不够。全国两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政府工作
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两高报告、民法总则等重要
内容都会在短短十几天内集中亮相。面对如此密集的
信息“爆炸”，如何让读者看得懂、听得明白？深入浅出
地解读、提纲挈领的归纳、轻松易懂地展示都必不可
少，这更加需要练就“融记者”的功夫。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是媒体的一场硬仗，是记者
的一次拉练。今年的拉练，消除了文字记者、摄影记
者、摄像记者、新媒体记者之间的界限，加速了媒体融
合的进程，让每一名记者都向“融记者”迈进了一大步。

左图：3 月 3 日下午，梁文同代表（左一）在

房间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

上图：3月4日早上，梁文同代表换

上侗族盛装，准备前往人民大会堂，参

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

左图：3 月 7 日下午，梁文同代表（右一）请

同团的张国英代表给自己撰写的建议提意见。

下图：3 月 9 日中午，邻屋的卢云辉

代表到梁文同代表（右一）住处，请其附

议自己的两份建议。

下图：3 月 8 日上午，梁文同代表（右二）在小

组会上发言，建议国家加大支持力度，为农村中心

学校配备校车。

下图：3 月 3 日下午，组团会议结束组团会议结束

后后，，梁文同代表回到房间阅读省情材梁文同代表回到房间阅读省情材料。

右图：3 月 10 日上午，梁文同代表

（左一）与蔡群代表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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