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路径：集团办公网导航栏“信息报送”

热烈庆祝
创刊

代表发言

编辑部电话：0371-65795813

03

编者按 | 在河南日报创刊 70 周年座谈会上，集团老职工代表张惠芳分享了她向穆青学
习，
“守护初心”的人生故事；青年职工代表薛世君讲述了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的理
解以及对河南报业人精神的践行；读者、通讯员代表金少庚，以读报、投稿等经历为内容，分享
了与河南日报一起成长的故事。现将三位同志的发言编发如下，供大家学习交流。

今生幸运的事
□张惠芳
庆祝河南日报创刊 70 周年，我写
下“今生幸运的事”，以表达深切的感
谢和敬意。感谢河南日报选择了我，
培养了我。我也用青春和生命回报这
种养育之恩，为她奉献，为她争光！
54 年前的今天，在河南大学百年
名校的校园内，中文系出版的红旗报
吸引了一位 50 岁左右的女干部。陪同
的年级主任王老师指着走过来的女孩
说，她就是办这板报的！
后来我知道，这一刻改变了我的
命运。女干部不是别人，正是河南日
报秘书长孙振东。当时的总编辑是刘
问世同志。因此，我头一个要感谢的
是刘问世和孙振东，他们成就了我今
生头一件幸运的事。
1965 年 7 月的一天，24 岁的我走
进了河南日报社，直到今天，时间的魔
术师把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 78 岁的老
太婆！
我为党的新闻事业奉献了一生，
无怨无悔。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干新
闻！
这句话也是穆青老师说的。我还

要感谢穆青老师，他是我新闻事业的
领路人。
1966 年 2 月 7 日，我在文艺部上
班。按照惯例，
第一件事是翻阅当日的
河南日报。就在第一版，
刊登了新华社
记者穆青、
冯健、
周原写的《县委书记的
榜样——焦裕禄》。我为焦裕禄的事迹
感动得流泪不止,当时，
办公室一片唏嘘
声。我决心要当这样的记者，
从此就非
常留意学习穆青的文章和讲话，
在工作
中努力宣传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
弘扬
新闻的主旋律……1992 年 3 月，
我幸运
地被穆青老师选中为他写传。
从 1992 年到 2002 年，10 年间，多
次面对面听穆青讲他的人生故事。
1996 年，新华社举办穆青新闻作品研
讨会，我和王天林同志代表河南日报
在大会上发表了《人民心，笔墨情——
穆青同志在河南》，就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鲜明地突出强调了穆青“勿忘人
民”的思想。
1993 年 10 月，穆青到河南日报与
青年编辑记者座谈，题目就是“勿忘人
民”。他说：
“ 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是

坚守职责 不忘初心

薛
□世君

的朝气和锐气，展现的是记录历史
的热忱和胸怀天下的豪情。
今天，变化、变迁、变革，是我们
面对的时代主题，但是有些东西永
远没有变，那就是我们的职责，我们
的初心。为了这份初心，我们的身
影活跃在险象环生的抗震救灾现
场，活跃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活
跃在走乡串户的脱贫一线……我们
无怨无悔，就是因为我们的初心一
直没有变，那就是我们对党的宣传
事业的绝对忠诚，对新闻事业的深
切挚爱，对河南日报的赤子情怀。
有人说，最美好的，莫过于未
来。这个未来是媒体融合的未来，
是河南日报的未来，是我们每个人
的未来。请各位领导和老报人放
心，为了未来更加美好，我们一定会
在集团党委会、编委会的领导下，继
承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可贵精神，
发扬河南日报“忠诚、拼搏、创新、务
实”的优良传统，不断磨炼过硬的政
治素养和业务本领，坚定信心，守正
创新，热情地拥抱媒体融合的新时
代，走向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新蓝
海，把对加快发展的强烈期盼、对美
好未来的憧憬向往，转化为敢拼善
赢、竞相出彩的澎湃动力，在新时代
开创新辉煌！
今天是河南日报创刊 70 周年的
昨天下午，我们部门另一位评
大喜日子，非常荣幸能在这里，代表
论员吕志雄老师，听说我今天要在
年轻一代的报人，
向我们倾注了青春
大会上作为职工代表发言，就现场
年华的这份报纸，
献上由衷的祝福。
填了一首《念奴娇》送给我，请允许
前段时间，我有幸参与了《河南
我用这首词来结束今天的发言——
日报看河南——新闻记录 70 年》这
七十年过，举旗帜、代代心坚如
套丛书的编辑工作，从一页又一页
铁。彻夜灯光，催白发、字字凝结热
版面上，我看到了中原大地的沧海
血。踏遍山川，穿行昼夜，浩气追明
桑田，看到了河南日报的气质蝶变， 月。中原一报，
成就多少英杰。
看到了一位又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
早发更要行远，扛旗肩重任，昂
老报人的名字。今天，与这些名字
首冲雪。开放胸襟，融媒体、云破龙
对应的，可能是满头的白发，可能是
腾天阔。鼓荡东风，乘时舞碧落，还
蹒跚的脚步，但横跨 70 年的那些文
朝天阙。看新时代，
跃马天河行猎。
字、图片和版面，迸发的是昂扬向上
谢谢大家！
的激情和活力，浸透的是喷薄而出 （作者系河南日报评论部评论员）

一天也不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没
实倾听群众呼声；第三，就是敢于负
有 了 源 泉 ，新 闻 工 作 的 生 命 就 要 终
责，无私无畏。要有这种胆识。
止。新闻工作者要像马克思教导的那
许多青年记者向他打探成才“秘
样，真诚地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齐
诀”，他说了“三条”：掌握大局，联系群
爱憎。”
众，
学会做人。又说，
做人有几条：
要有
穆青为什么能写出那么多震撼人
坚定的信仰；要有执着的追求；要有坚
心的作品，为什么几十年在风口浪尖
强的毅力，
刻苦的精神，
严格要求自己。
能够坚持党性，坚持党的正确路线？
实际上这三条，就是党性和人民
有一天，与董林社长谈起来，他说，根
性的高度统一。
本原因就在这四个字：
“勿忘人民”
！
这些年，
我为穆青做传、
整理文稿，
最
是什么原因使穆青“勿忘人民”？ 近又参与制作穆青连续剧。在这里，
我
首先起自他的入党誓言，起自他“为人
要特别感谢报业集团的领导和朋友们，
民谋幸福”的“初心”，起自他在战争年
给予的热诚支持。我也充分认识到，
这
代受到老百姓父亲母亲般的保护。他
不是我个人的事，
我代表的是河南日报，
说：
“我们这代人受到过人民群众的爱
这也是河南新闻界的事。
护、保护，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终生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但愿在大
想，时刻提醒自己：
勿忘人民！”
家共同努力下，早日将穆青的艺术形
穆青是实践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象搬上荧屏。
的典型代表，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不
作为回报，在电视剧拍摄完成后，
止一次地说：新闻工作者要站在时代
我要将有关穆青的所有资料，穆青的
的潮头引导潮流。这就要具备三条： 修改稿、录音、信件、照片，等等，一并
首先要洞悉全国大局，了解党中央的
捐献给河南日报报史馆。
意图、方针、政策和形势发展的大势、
谢谢大家！
方向；再到下面认真调查研究，扎扎实 （作者系河南日报退休干部）

坚定信念 奉献一生
□ 金少庚
此时此刻，我荣幸地站在这里发
能量、主心骨，更是我进步攀登的
言，往事历历在目，不由感慨万千。 方向。我只有去拼博、去进取，才
从 1987 年 12 月 29 日在河南日报二
无愧于党报给予我的这些荣誉和机
版“生活周刊”发表第一篇处女作通
遇。
讯到今日，己经整整 32 年了，32 年
于是，
我更加刻苦钻研业务……
间，我从未离开过新闻宣传这个让
2009 年，县委一纸红头文件，任命我
我自豪的光荣岗位，从未停歇过给
为宣传部副部长。我深知，
又是依靠
党报写稿的激情！
党报，
我的人生上了一个新台阶。我
那一年，我还是一个因贫困而
还深知，
只有抓好党报的发行才能更
辍 学 在 家 的 初 中 毕 业 生 ，年 仅 17 加深入地扩大党报阵地，
扩大党报影
岁。后来外出打工，一个偶然的机
响力和覆盖面。十年来，我牢记使
会，看到了河南日报“生活周刊”这
命，狠抓落实，全县河南日报订阅量
个 栏 目 。 于 是 ，一 肚 子 的 苦 水 、泪
从原先的 2100 份增加到 2019 年的
水、汗水沾满了稿纸，我带着一丝委
5687 份，同时，我利用发行党报的契
屈与希望把信邮到了编辑部。万万
机在全县开展了
“订党报、
学党报、
用
没想到，胡惟畅老师加了题为《为打
党报”大比赛活动，让党报的主旋律
工青年鼓与呼》的编者按刊发，靠着
声音唱响在唐河大地上，
让党报成为
党报这一篇反映打工难的通讯，我
干部群众创业担当中的一面旗帜、
一
从村里走到了乡里，开始了从事新
种引领、
一杆标尺。
尤其是在时下新媒体、公众号
闻通讯员工作的 8 年之旅。在乡里，
由于身份差异，常被其他年轻干部
风起云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竞
嘲笑是个临时工。我忍住委屈和泪
争时代，高举党报这面旗帜更需坚
水吿诫自己：要忍耐、要奋斗……汗
定信心，扬帆高歌，砥砺前行。
因为，我深深地体会到，从事新
水换来丰硕果，1994 年我写的《说说
桐河乡的科技互助组》在中央电台
闻宣传工作 32 年来，是党报把责任
祖国各地播发后，荣获当年中国新
扛在肩上，才形成了政治上的坚强
闻奖一等奖。
磁场，是党报把导向牢牢握住，才能
凝心聚力，是党报的栽培呵护，才使
付 出 必 有 回 报 ，耕 耘 必 有 收
获。在走进乡里的第四个年头，我
我一个农村青年坚定了人生信念，
靠着党报给我颁发的一个又一个荣
改变了人生命运并提升了人生高
度。
誉证书，实现了身份转换，成为国家
干部。是党报改变了我的人生！是
牢记初心，不忘使命，重整行装
党报把我的初心变为现实。
再出发，我愿再用余生 30 年，继续践
1995 年，县委一纸调令，我又
行“四力”，无怨无悔地向党报奉献
从乡里走到了城里。至此，我更加
出自己全部的一生。
深刻地认识到，我是靠给党报写稿
谢谢大家！
才改变了人生，党报是主旋律、正 （作者系唐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