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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发展初期,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广播电视媒体如何发挥传统媒体优
势和新媒体特点,第一时间播发疫情新闻,及时宣传病毒的防护,以及长时间居家的娱乐健身。克服疫
情给媒体创收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创新开办节目,促进广播电视媒体快速融合、高效
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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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信息宣传的特点

好,在疫情防控中发挥广播电视主流媒

1.1疫情信息发布时效性强

体作用,增添人民群众信心,传递正能

随着微博、微信、快手等互动平台

时效性是疫情信息的生命,第一时

量。在新媒体中Vlog记录性视频颇受网

的出现,进入了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

络观众青睐。

是指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时代,人人

间报送才能赢得时间、赢得主动,赢得主
动才能有效遏制不实信息和谣言的传

媒体和新媒体广泛传播。

1.4疫情信息涉及范围广

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

播。时效性新闻即新闻的时间性,是新闻

为了控制疫情形势,减少病毒传播

闻传播者。这种媒介基础凭借其交互性、

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时间性越强,新闻

扩散与感染,年后全国开始延长春节假

自主性的特征,使得新闻自由度显著提

的社会效果越大。新闻的时间性同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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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访、制作、编辑、传播等各个环节

学,经济、工业、农业、教育等各行各业

舆论监督、反映社情民意上,自媒体发挥

都有关系,我台建立疫情信息快速三审

均受到影响,疫情信息也包含新闻、卫生

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自媒体

制度,高效完成图文、视音频编辑制作,

知识、生物科学等领域。

消极的一面,自媒体最大的弊端就是“不

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
1.2疫情信息数据量大
疫情爆发了,人们关注各地确诊数

1.5疫 情 整 体 信 息 与 个 体 命 运 相

实传播”,疫情背景下不实传播显得更为
突出。自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应该更积极

结合
疫情背景下,人民群众既关注国家、

主动求变,更快、更敏感,在信息传播、

量、关注本地防控措施、相关政策、关

世界疫情发展动态,又关心家庭、个人疫

舆论宣传中更加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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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背景下的生活状况,特别关注本地区

通过公开、公正、权威的评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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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城市的疫情防控信息。需要我们媒体

遏制自媒体的“不实传播”。

照重点、按照时段滚动播出。哪个方面

第一时间以自己的方式转发国家权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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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信息,又要派出记者多采集本地信

广泛覆盖,舆论没有反应客观真实的一

息、采访本地人物。

2.2多种形式科学辟谣,缓解社会公
众恐慌情绪
整合广播电视媒体资源,及时、公

面,势必会引起社会恐慌。我台疫情防控

2 主流媒体的作用

开、准确报道疫情进展,使用传统媒体、

宣传领导小组,把疫情信息分类,在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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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平台,采取多种节目形式对疫情

平台、节目中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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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舆论。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主流

传播方式。我台在抖音、快手、微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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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深受农村牧区群众欢迎。

受不实信息造成的恐慌情绪,避免给社

3.3使用新形式宣传疫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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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辽广播电视台宣传策略

为常态,疫情报道逐渐进入突发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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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报道阶段,媒体报道主题向政府举

目。疫情期间根据长时间居家人员增多

通辽台在此次疫情宣传中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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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情况,开办《开心家厨》
《歌声嘹

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结合通辽市

渡,Vlog成为疫情传播中深入一线日常、

亮》等节目。三八妇女节利用5G网络开

实际情况,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既有合作

讲述普通人故事的一种独特方式。Vlog

办了直播晚会,每个节目都是演员在家

又有与分工,在外出采访和权威机构发

中文名是微录,是博客的一种,全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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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信息上统一安排,在编辑制作环节分

video blog或video log,意思是视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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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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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制作播发疫情信息。

人物在画面中将亲身经历娓娓道来,加

新冠肺炎疫情来的突然,广播电视

3.2注重短视频的创新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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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作为一种低语境的传播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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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传统媒体优势和新媒体特点,从容应

具有门槛低、可视化、互动性强等优势,

受众的距离感,对受众更具有亲和力。

对疫情防控宣传战役,及时调整经营策

能够以简单易懂、清晰直观的方式将重

3.4加强应急广播建设与内容生产

略,增加节目创收,促进广播电视媒体快

要的疫情信息传达给受众。同时,不同于

疫情前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在

速融合、高效发展壮大。

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的长视频或者图文

全区范围内建设了“村村响”应急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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