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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选登

生命没有重来，我时常想：如果在
我 13岁那年，没有遇到《河南日报》，
此生是否会走上新闻这条路？

那年，我还在乡下读书，在一个秋
天的夜晚，做老师的父亲拿出一份从
学校带回来的《河南日报》，高兴地说：

“报纸上有篇散文，很美，我给你读
读。”随着父亲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
融入了那晚的夜色中：月儿高高挂在
树梢，鸟儿在夜色中发出梦呓，还有一
群小伙伴在打麦场上推着铁环追逐嬉
戏，那笑声、欢叫声让村庄的夜晚变得
格外动人。

父亲念的那篇文章具体内容我不
记得了，但我至今记得那天晚上发生
的奇妙事情，哇，这不就是我身边发生
的事情吗？写得竟然这么美，我为什
么不能试试呢？我小心翼翼地把那份

《河南日报》收藏起来。
第二天，我拿出来珍藏的笔记本，

还让父亲在上边写了“李俊晓作品集”
几个字，开始模仿着《河南日报》副刊
上的文章学习写作。

在我心目中，《河南日报》就像一
个魅力四射的舞台，那一篇篇文章如
一位位老师，或告诉我记录厚重河南
的方法，或告诉我如何描写农村乡土
人情，抑或告诉我一些做人的道理
……

很幸运，在我年少最需要有人指
导的时候，遇到了最懂我的《河南日
报》。更没有想到的是，在我长大之后
会成长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记者团队
的一员。

2001年，我已到而立之年，我从一
家地市党报考入河南法制报，除了继
续用文学体裁讴歌时代的

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外，我也开始用新
闻的方式反映这个时代的创新与变
革。这时，我更加关注《河南日报》，及
时掌握新闻报道方向。通过不懈努
力，我先后获得全国综治新闻奖、河南
省新闻奖 30多次……这些荣誉的取
得，让我对《河南日报》心存感恩。

时光如梭，回头望时，如今的我已
到不惑之年。

面对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我清
醒地认识到媒体人也进入了一个新时
代。一个多月时间，我先后参加了

“5G+全媒体”全国短视频春季内训
营、全国短视频创意峰会等，恶补知识
的不足，并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工作中。

作为集团最年轻的新媒体团队，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用不到一年的时间
进行直播 400余场，先后 20余次登上
今日头条全国媒体直播榜 TOP10 周
榜。仅今年4月，我们团队就4次登上
全国媒体直播榜，其中一场关于法院
执行现场的直播观看人数达近300万。

“如果不是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
里？”很幸运，在我人生最需要帮助的
时候，《河南日报》如奔腾的长河，流
进了我的生命，融入了我的血脉。
我想轻轻地告诉她：任时光匆匆流
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
的气息！

(作者系河南法制报新媒
体中心副主任)

2006 年 7 月 13 日 15 时 05 分，
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召开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0届世界遗
产大会上，欢呼声骤然响起，一个
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安阳
殷墟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好消息传回安阳，万民沸腾。
此时的我更是百感交集，激动万
分，原因是叫板殷墟申遗，终于画
上了圆满的句号。

1999年 8月 22日，来自海内外
的 100多名专家、学者相聚古都安
阳，隆重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
并呼吁让殷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为此，国家及河南省文物部
门建议安阳市尽快启动殷墟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工作。

按常理，殷墟“申遗”已水到渠
成，但偏偏事与愿违，迟迟没有定
论。原因是安阳市的决策者们心
有疑虑：殷墟“申遗”需投入大量的
资金，万一申报不成功，无法向全
市人民交代。

由此，我产生了从保护和利用
的结合上写篇文章，通过媒体宣传
推动殷墟尽快“申遗”的想法。于
是先跑了安阳市人大、政协，听取
了两个部门一些老同志的意见。
随后，又采访了市文化局，搜集

到了有关专家、学者对殷墟
保护方面的建议……

完成了这些准备
工作之后，我很快

写 出 了《要
写 好

叫响殷墟旅游这篇大文章》的记者
来信，并于2001年3月19日在集团
主办的《内部参考》上发表。

4 月 6 日，省政府办公厅主办
的《政务要闻》转发此文，立即引起
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
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克强 4月
10日批示：“殷墟旅游这个题目确
应引起重视，应该高起点进行规
划，在逐步发展过程中下大力气进
行宣传，使之成为河南文化旅游的
重要组成部分。”

批示很快传到了安阳，殷墟
“申遗”工作即刻峰回路转。一次
开会，市委书记方晓宇见到了我，
诚恳地说：“看到了你那篇关于殷
墟的记者来信，文章的角度选择得
多好啊！”他的意思是说，我那篇文
章从旅游的角度，既讲保护，又着
眼于利用，解除了他们对殷墟“申
遗”的某些顾虑。

2001年4月20日，安阳市人民
政府召开第72次常务会议，决定正
式启动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工作。此后，安阳人经历了难忘
的 5年殷墟“申遗”之旅，殷墟遗址
既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也带来殷墟
旅游的春天。

叫板殷墟“申遗”，是我三十五
年记者路上的“收官之战”，2006年
9月，我和王巍、王宇信、唐际根等
专家学者一起被安阳市人民政府
授予“安阳市荣誉市民”的称号。9
月 23日，是我退休的时间，这一喜
讯无疑是60岁生日的最好礼物。

(作者系集团退休干部，河南日
报安阳记者站原站长)

从学校毕业走进河南日报社
的大门，从业 30余年直到退休，我
这辈子只干了记者一个行当。几
十年来是报社培养锻炼了我，成就
了我，而今适逢河南日报70周年华
诞，回望过往可以说是思绪万千，
心潮难已。以下写几点记者生涯
中的点滴记忆。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我被派往
豫东开封任驻站记者，当时报社给
发了一个帆布手提包、一件军用雨
衣和一部小收音机，这是每个驻站
记者的标配，还给站上配了一辆自
行车供短途采访用。鉴于那个特
殊的年代，下去采访基本上都是围
绕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
这两大主题，记得一次去豫西采
访，县里介绍某公社在山区，自然
条件差，公社书记作风深入，是县
里树立的学大寨典型，我下午随即
就赶往该公社驻地，心想这回可能
会捞到一条鲜活的“大鱼”。第二
天一大早公社书记就陪我向条件
最差的一个小山村进发，当时让我
感到奇怪的是，这位书记还专门准
备了俩藤条编织的粪筐，让我们每
人挎一个，我想可能是路途上还能
顺便捡点粪为集体增加些肥料
吧！谁知天公不作美，一大早鹅毛
大雪纷飞，而且走的又是山村小
道，这粪筐还能用得上吗？我心里
直犯嘀咕，可转念一想，这大概也
是人家基层干部的“标配”吧！这
次采访本来满怀希望能挖到一些
有现场感的素材，但等我们顺着崎
岖山路到达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

山村时，却没有寻访到预想的火热
劳动场面，当时我虽然头冒热汗，
心却凉了半截，用今天的话说，这
不是在“作秀”给记者看吗？

上述只是带有时代色彩的个
例，实际上那些年在农村基层采访
确实也增长了不少见识，也交了一
些至今仍然难忘的朋友。那时我
在兰考跑得比较多，曾多次接触过
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刁文同志，那
真是踏着老书记焦裕禄的足迹带
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立志改变兰
考面貌的好干部。在水利工地上，
他总是戴着一顶破草帽，挽着裤管
一身老农民的打扮，他长年风里来
雨里去，寒冬腊月天他亲自拉着板
车把救灾物资送到贫困户家里，从
他朴实谦和的举止言谈和爽朗的
笑声里，你绝不会想到他是在“作
秀”给别人看，他赢得兰考几十万
人民的赞誉确实当之无愧。

多年的记者生涯，上上下下接
触过的采访对象可以说成百上千，
其中不乏只管“低头拉车”不善言
谈的实干家，也有思维敏捷善于应
变脑筋活络的空谈家，茫茫人海，
时代变迁，各色脸谱五彩缤纷，也
使我的人生阅历丰富了许多，成熟
了许多，至今虽然退休十几年了，
那些人和事还经常在脑海里挥之
不去，过往的现实与虚幻的梦境交
织在一起让我常常夜不能寐。

这，或许就是我与河南日报结
下的不解情缘。

(作者系集团退休干部，河南日
报地市记者部原主任)

□曲歌东

难解的情缘

流进我生命的那条河叫板殷墟“申遗”的“收官之战”
□李根林 □李俊晓

成为河南日报人，已经整整30年了。
我来时，还是毛头小伙，河南日报刚刚40
岁，与共和国同龄。30年过去，我满头华
发，可作为一个媒体，她还很年轻。

30年前的那个春夏之交，毕业在
即，前路在哪里？我四处求人，却“绕树
三匝，无枝可依”，只好回故乡河南碰碰
运气。去系里告假时，遇见了系主任刘
树田，他掏出一张名片，说河南日报有
他一个复旦新闻系的同学朱本卓，让我
去问问他们要人吗。

大约是4月底，我坐火车辗转来到
郑州。我寻寻觅觅地找到河南电视台，
打听着了我小学老师的爱人、一个知名
的播音员，自报家门，从书包里掏出简历
和一沓实习时发表在报纸上的新闻作
品，表达了到广电工作的愿望。他把东
西留下，抬手朝窗外指了指：“你到隔壁
试试，看河南日报要人不要……”

我提着空空的书包，心情沉重，这
时，我触到了揣在怀里的那张名片，抱
着一丝希望，踩着纬一路上斑驳的阳
光，我走进了河南日报社的大门。

院子里静悄悄的，让我一下子想起
欧阳修的那句“庭院深深深几许”，这里
面，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在二楼，见到了系主任的同学朱总。
他捏着那张名片，对我说：“总得有个材料
吧？”我说来得匆忙没顾上拿，没敢说东西
都留到电视台了。恰好这时进来一个人，
老总说：“这是人事处的颜处长，你问问
他。”我把求职的想法报告给处长，他说：

“我们正准备招一批学生，得考试，你下午
来一楼找我吧。”我诺诺而去。

下午三点，我在一楼西边的一间办
公室见到了河南日报人事处的颜道瑞副

处长。一会儿工夫，一个穿浅色夹克、白
色皮鞋的中年人，很精神地夹着一个大
信封进来了。颜处长介绍：“这是我们总
编室的王继兴主任，他出的考题。”王主
任用普通话和我交流着，和蔼可亲。接
着，我面对了那份考题：一张复印的报
纸，整版篇幅，是关于郑州火车站广场治
理创建的长篇通讯，让改成一则消息，明
确要求制作三行标题，然后配一篇800
字的评论，规定时间两个小时。

王主任离开了，颜处长拿来一本方格
稿纸，撕下一小半给我：可以开始了。

那个下午，我一个人坐在处长办公
室答题。办公桌上，晶亮的玻璃板压着
绿色的毡布，旁边的《河南日报》散发着
淡淡的油墨香。我激动又紧张，写了一
页又一页，汗湿衣背。终于答完了，处长
还没有来。我打量办公室，目光落在稿
纸上，绿色的格子上面印着“河南日报”
字样，索性从那沓稿纸中又扯下来一小
叠，认真收好。心想：留个纪念吧！

颜处长来了，我把答卷呈给他。他
很郑重地对我说：“小陈，你得保证你不
能泄题！你是第一个考试的人。”我立
马站直：“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

考试结束，我又返回学校，终日在空
荡荡的校园里漫游，河南日报的事早已
忘掉了。一天傍晚，校学生处的老乡碰
见我，笑着说：小伙子不错啊，河南日报
招考第一名！我心情大好，记不真切当
晚的具体情形了，也许是喝酒喝大了吧。

1989年6月30日早上8点，我手捧
着报到证，踏入了河南日报社的大门。
这一次，是作为她的最新成员，正式走
进来的。

(作者系河南日报文艺部主任）

缘来如此
□陈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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