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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管理部 赵若郡

“我23岁时，在《河南日报》发表
了第一篇文章——《学习矛盾论的
体会》，那时候上稿是很不容易的，
后来凭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成绩
被调县里宣传部工作。”如今，已经
耄耋之年的爷爷再说起《河南日报》
带给他的“荣光”时，语气中依然洋
溢着难掩的喜悦和骄傲。

时间是一种充满魔力的尺度，
丈量个人的足迹，也标注代际的变
迁。作为基层新闻从业者，能进入
河南日报工作是爷爷毕生未竟的梦
想，没想到50多年以后，我在年龄相
仿的时候，拥有了这份幸运。

“河南日报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你应该学习的不只是业务知识，更
应该去体会党报传承的‘精气神’。”
我想，爷爷口中所说的“精气神”，大
概就是历经漫长岁月的反复淘洗，
沉淀下来的“忠诚、奋斗、创新、争
先”的价值观吧。

“勿忘人民，对党忠诚是新闻舆
论 工 作 必 须 坚 守 的 初 心 和 使 命
……”犹记得入职伊始，董林社长以

“守初心，担使命，书写新时代党报
人的忠诚答卷”为主题为我们上的
第一节党课。我想，作为新时代的
党报人，正要在这种党报基因的代
代延续中，用既有政治定力又要有
话语魅力的“主流叙述”为党立言、
凝聚共识。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
路。1949年 6月 1日，河南日报在人
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诞生。在
报社四楼报史馆，一件件老物件展
示着报纸创刊之初的艰苦岁月；一
张张老照片诉说着前辈恪尽职守的
奋斗身影。如今，这种沾满泥土露
珠的芬芳和永不熄灭的守夜灯光依
然在传承、闪耀。

从“铅与火”走向“光与电”，进
入“数与网”，迈向“云与智”；从一张
对开 4版的报纸，到拥有覆盖 2亿用
户的传媒集团，锐意创新，河南日报
从未止步。对于我们而言，这也是
一个最好的时代。技术手段日趋成
熟，媒介融合从相加走向相融，我相
信，只要鼓足创新的勇气，一定可以
把“有意义”做得“有意思”，让正能
量在守正创新中更加强劲。

这一年的驻站经历，让我对“四
力”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看似寻
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好新
闻是“跑”出来的，勤跑腿、善观察、
多动脑、练笔力，才能写出“活蹦乱
跳、顶花带刺”的文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今，河南日
报创刊 71周年，而我刚刚工作满一
年。“风雷激荡一纸书”，71年的河南
日报正青春，而我作为党报从业者
中的“后浪”也将沿着“忠诚、奋斗、
创新、争先”的方向，行进至更远的
远方。

◆河南日报新闻编辑室 张鸣飞

1月23日，我懵懂不知危险来临，
武汉封城了。

除夕夜，郭主任往我们部门群里
发了新年祝福，并告诉大家今年过年
不停报。这天晚上李主任在群里说：

“疫情升级，稿子数量飙升”。编辑稿
件要有把关意识，除了用眼还要用
脑，除了杜绝别字错句，还要有更重
要的政治大局意识。李主任在群里
提醒大家，在编稿子时，还是要用“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全称，郭主
任则在群里发了《关于加强抗击疫情
报道的安排》。

1月 27日，集团成立防疫组，我
被任命为我们部门的疫情联络员，每
天向集团上报我们部门的疫情情况。
这一期间，疫情搞得人人自危，买不
到口罩，买不到酒精和消毒用品。各
单位各小区设卡，严格出入严格检
查。每天问候大家，请大家报备，成
了我的工作。我每天悬着心，等待我
们部门的每一位同志说出“正常”，才
算安心。

这一阶段的稿子很多，数量屡创
新高。郭主任转达了编委会领导提
示：要时刻绷紧出版安全这根弦，有同
志往我们群里发了《疫情报道，这 30
个语言文字问题别出错》，郭主任也转
发了《疫情报道编校实务手册》。

集团领导和各部门领导的弦一
直都是紧绷的，一手抓工作，一手抓防

疫。我们部门每天的疫情上报，郭主
任都亲自看一下。疫情严重的时候，
别人都可以不来，远程办公，但她和李
主任不能不来。随着疫情的加重，我
们部门某位同志居住的小区也有了
确诊，我上报郭主任，郭主任让我问问
具体情况。那位同志很淡定，说小区
很大，离家远着呢。我不由感叹，我们
同事这心理素质这心态真好！

经此一疫，很庆幸很感恩自己有
个单位。当防疫物资紧缺时，集团领
导想尽办法采购了口罩、酒精，发给
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当“新冠病
毒”在郑州上空游荡，人们出不了门
的艰难时刻，大河速递送蔬菜水果到
家里。当速递员隔着一米多的距离
对我说：“我代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党委问候你和你的家人”时，我觉得
很温暖。

网络消息很乱，但河南日报的报
道却很正能量，常让我感动到哭。眼
见医护人员驰援湖北，一批一批地
去。分离的场面，看得我潮了眼眶。
眼见医护载誉而回，警车开道，迎接
团聚的场面，看得我湿了衣襟。这些
报道，有我们新闻编辑室编辑们的辛
苦，而我们的编辑是幕后工作，没有
名，只有编辑号。

默默耕耘，默默奉献。我们新闻
编辑室这个小部门在集团领导的正
确指挥下，沉着敬业，危难即考验，我
们用认真的工作态度表达着对党和
国家的忠诚。

◆河南日报农村版 马育军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在喜迎
《河南日报》创刊71周年的大喜日子
里，《河南日报农村版》也迎来了她的
第 57个生日，身为一个在农村版工
作 28年、党报发行岗位工作 20年的
老员工、老党员，抚今追昔，万千感
慨,心潮澎湃。

一纸一页总关情。
难忘 1999 年那个春雨潇潇的

深夜，我们赶到沈丘县赵德营镇退休
老教师赵怀中家中进行读者回访，见
到这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八旬老
人时，他已在门口翘首盼望、伫立多
时。看到他简陋整洁的家中堂屋矗
立着一排排书架，上边一层层整整齐
齐地码放着近三十年的《河南日报农
村版》报纸。他像等到久别的亲人一
样激动地拉着我们的手兴奋地诉说
他多年读报用报的心得体会。

难忘2017年4月间，在盛况空前
的全国农业品牌大会上，来自洛宁县
上戈镇金喜旺苹果合作社杜双岭总
经理用双手细细摩挲着印刷精美的

《河南日报农村版》农业品牌特刊，他
一边仔细浏览着内容丰富的供销信
息，一边兴高采烈地评头论足，临走
时把从大会搜集来的十多份特刊小
心翼翼地折叠好放进崭新的公文包。

难忘一年一度的《河南日报农
村版》全省三农新闻舆论工作宣传座
谈会上，来自全省 130多个县区的宣
传部的同志们畅所欲言，对农村版的
宣传报道称赞有加，提出的诸多建议
意见言辞凿凿，发自肺腑。有一回，

唐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少庚谈他
从一个懵懂的农村青年成长为主抓
一县宣传工作的国家干部，说到其间
他与河南日报农村版结下难舍难分
的情谊，说到报社每一位编辑记者对
他的热情指导与扶持，动情处不禁热
泪潸然……

风正帆悬再出发。而今，报业集
团党委、编委会发出了关于加强舆论
引导，守正创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全面提升集团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力和公信力，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主流
思想舆论阵地的号召，我们坚信河南
日报农村版一定会牢牢把握正确舆
论导向，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紧紧
围绕河南省委、省政府关于“三农”工
作的要求，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精心打造“报网端微”全媒体矩阵,多
元发展加速提质，经营发行再上台
阶，党建统领抓好管理，坚强“四力”
队伍形成，为推动我省“三农”工作的
全面发展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
舆论工具作用。

我们都是追梦人。如果说党媒
领航是各级领导对农村版的殷切希
望，那么集团“忠诚、奋斗、创新、争
先”的价值观则是农村版人、农村版
发行人应该永远高擎的精神支柱。
置身急湍甚箭、百舸争游的新航程，
在争高直指千百成峰的融媒发展巨
变中，只有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勇于
创新党报发行机制、善于创新党报发
行模式，才能以更优异的成绩向党和
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唯如是，吾
报方能后浪中浪推前浪，不负韶光，
猛浪若奔！

◆河南手机报 崔新建

1999年10月，我调到报业集团，
一晃就是21年。21年来，河南报业人
那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那种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
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拼搏精神深
深影响着我的思想，“忠诚、奋斗、创
新、争先”的价值观，彻底主导了我的
人生。

2014年 8月 1日，我的新闻从业
生涯开始接受另外一种历练，到各地
（市、县、区）、企业、高校开发手机报统
付分刊，拓荒手机报的政务市场。对
于这项使命，当时不少人持怀疑态度，
在APP、公众号、头条号、抖音号等免
费产品风靡的时代，开发收费的手机
报分刊，能做成吗？以前试了几次，不
都失败了吗？但我用共产党员的使
命担当和拼搏精神打消了这种顾虑。
6年来，我带领团队风雨兼程、披星戴
月，分刊个数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
大。正是凭着这种奋斗的精神，我们
历经艰难曲折，一年多时间把 18个
市、158个县区跑遍。以会代训会议
召开6次，通过一次次上线仪式，发展
统付分刊。

2018年5月19日，位于青海海西
州戈壁滩的大煤沟矿掘进区狭长的
巷道里，迎来3名戴着眼镜的“矿工”，
其中一个就是我。为了密切我们与
分刊客户的联系，我与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党委宣传部策划了“红旗飘在高
原上”青海义海行主题采访活动。为
了做出生动翔实的报道，我先后深入
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煤矿矿井，走进
戈壁无人区的泵站，登上海拔4300米

的木里矿山。
凭着这种勇于担当、艰苦奋斗的

精神，在手机报的这6年，我带领团队
小伙伴们不仅每年圆满完成各项指
标任务，还基本奠定了整个公司的收
入格局，为公司下一步转型发展打下
了坚实基础。

在统付分刊创建过程中，创新和
学习是我的常态。推广媒体产品，没
有创新意识，不了解技术发展的方向
和特点，都不可能成功。这些年我与
技术支持的合作伙伴密切沟通，虚心
请教，先后掌握了增强性彩信、视频彩
铃、RCS5G消息等，创新性总结这些
产品与手机报的关联和推广技巧，摸
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从 2016年开始，统付手机报异军
突起，在2017年个付手机报步步下滑
的时候，迎难而上，走上手机报主力军
位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营收规模
从 200 万、500 万、800 万、1700 万，
2019年达到2100万，始终排在手机报
业务发展的前列，在发展同时，还未雨
绸缪，寻找新的业务发展方向，充分发
挥手机短彩信功能，借助与移动互联
网平台的融合，打开缺口，走5G智慧
分刊发展之路，致力打造全国手机报
的标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梦想
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
来、干出来的。”20 年来，我深深感
到，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就要体现对
党真正忠诚、对事业真正负责，善于
把握抓落实的规律、方法，提升落实
效率。既然目标确定了，任务明确
了，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
决不罢休！

疫情中的联络员

一纸一页总关情做手机报拓荒牛

行进至更远的远方

宣传弘扬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忠诚、奋斗、创新、争先”价值观主题征文活动开展以来，集团
广大员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献礼河南日报71周岁生日。现择优刊发部分稿件，以飨读

者。欢迎广大员工继续围绕集团价值观，讲好忠诚的故事、奋斗的故事、创新的故事、争先的故事。来
稿请发送hnbywmb@163.com（邮件请注明“征文”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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