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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 行 /

接到部门主任王大庆要求立
刻收拾行李到报社的电话时，河
南日报时政新闻部马涛正在辅导
两个孩子做作业。迅速起身、简
单收拾、匆匆告别，半个小时后，
马涛赶到办公室，一同而至的还
有王大庆和另一位年轻同事张笑
闻。宣传党的二十大，时政新闻
部承担着较重的报道任务。为确
保前方重要文件、稿件的正常传
输与及时送达，三人需在报社值
守。

三天前，河南日报出版部主
任任国战征求编辑马愿和李茜茜
的意见，可否在值完14天夜班后，
接着来支援二十大报道，他们毫
不犹豫接受任务。如今又接到驻
守单位的通知，两人立刻收拾行
囊赶到报社。和他们一起驻守
的，还有任国战主任，和来自组
版、校对、检查、电台、车间的33位

“小伙伴”。
新闻策划协调部主任庞向辉

第一时间入住大厦，与同来坚守
的同事确保宣传报道指令畅通，
及时上传下达；河南日报全媒体
编辑部主任屈芳身先士卒，在爱
人同样封闭在单位的情况下，留
下上高中的儿子独自在家，第一
时间赶到单位；值班主任梁振廷
陪护老母亲住院治疗，他交代好
家人，匆匆赶来；纸媒编辑刘向东
作为 50多岁老同志，怀揣日常用
药，二话不说入住办公室……两
个小时内，部门关键岗位、当值编
辑共计14人到岗集合。

最早扎营办公室的，是传媒
技术中心副主任张帅。早在13日
听说他居住的小区要封控，拿起
行李、拎着帐篷就住进了办公室，
没想到这一住，就是十来天。

截至10月15日晚11点，在报
社党委领导董林、刘雅鸣、于前
锋、孙德中、魏剑、张学文、王珂的
指挥带领下，来自河南日报社总
编室、新闻策划协调部、新闻出版
部、全媒体编辑部、时政新闻部、
产经新闻部、三农新闻部、新闻评
论中心、文旅新闻部、河南日报农
村版、顶端新闻、大河报、手机报
等一线采编部门的值守人员全部
集结完毕，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更
有来自报社办公室、医疗办、物业
公司、报春苑餐厅等各个单位的

“战友”们。当晚，报业大厦200余
人、印务中心150多名员工进入战
斗岗位，实行封闭管理。

疫情来袭，本应居家，安顿老
小、抚慰亲眷。但是，重大报道任
务战鼓声催，保证出版安全迫在
眉睫，世间安得双全法，再多不
舍、再多牵挂，他们义无反顾，选
择“逆行”。他们曾无数次在新闻
稿件和融媒产品里致敬的逆行
者，如今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员。

/ 保 障 /

为了让值守人员无后顾之
忧，一场温暖而忙碌的“保障联
动”迅速展开。

报社办公室在支部书记刘静沙
同志的带领下，党员先锋岗第一时间
成立“特战队”。作为各路信息的“总
枢纽”，“特战队”努力获取第一手情
报，确保党委和员工第一时间知悉疫
情态势，作出科学应对；当好物资保
障的“大总管”，向前对接采编一线，
向后对接保供单位，不惧繁难，确保
供需吻合、有条不紊；当好党委决策
的“督导队”，准确理解报社党委决
策，及时上传下达，有力推动落实，成
为报社服务保障二十大、应对疫情挑
战最中枢、最前沿的单元。

河南日报总编室迅速清点到岗
值班的河南日报最核心采编一线人
员，建立沟通微信群，分配物资、组织
采买，对于大家因仓促而少备的生活
用品集中统计，半天之内全部买齐完
成分发。在接下来的每一天，这里都
是河南日报驻守采编人员的“联络
站”和“遇事办”。

报春苑餐厅立即与供货商进行
协调供货并采购方便面、米线、水及
水果等物资，此后要负责供应每日早
餐盒饭约 190份，午餐 200份左右，晚
餐 150份左右。应大家要求，还积极
调整每日菜单，合理搭配膳食营养。

突破疫情之下郑州物资采购的
重重困难，大厦物业即刻出发，兵分
三路，为留驻一线的各单位人员购置
帐篷和床铺；与此同时，全楼消杀、卫
生清洁、水电保障、安保维稳等一系
列工作也进行常态化部署和开展。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都是有人在
为你负重前行。如果不是这样的极
端情况，大家不会发现那早已习以为
常的办公环境原来竟需如此庞杂的
系统来维护与保障，而正是这样闻令
则动、彻底执行联动保障，诠释“一粥
一饭总关情”的温暖，解除值守人员
的后顾之忧。

在迅捷而周全的保障下，本是办
公场所的报业大厦，瞬间变得像个临
时的“家”。新闻发布厅成了“女生宿
舍”，多功能会议室里摆上了男生们
的应急床。一顶顶帐篷、一床床棉被
将深秋的清寒拒之门外，大厦灯火彻
夜而明，照亮一个个忙碌奋战却元气
十足的身影。

/ 出 彩 /

二十大闭幕第二天，疲累已极的
李筱晗一口气睡了 10个钟头。过去
几天应急床梆梆硬的床板总让他连
续睡不到三个钟头就得醒一次。作
为一名新闻出版部的夜班编辑，二十
大期间值守河南日报一版，连着四
天，忙活整整一夜的他都在熹微晨光
里入睡。

这样的辛苦他不是独一份，而他
也和众多“战友”们一起分享着出彩
的“战果”——河南日报社报网端微
齐发力，在党的二十大期间，一大批
有温度、有热度、有口碑的融媒爆款
产品接踵出炉，“圈粉”无数。

河南日报以北宋王希孟《千里江
山图》为背景，虚实结合，推出四个版
的二十大报告摘登特刊；河南日报客
户端同步推出长图，用卷轴形式将报
纸特刊设计元素巧妙嵌入。这次成
功的融媒实践极大增强二十大报告
传播力，受到上级多次表扬。

——而那个每天清晨长发垂肩，
睁着惺忪的睡眼迈着疲惫的步伐在
雨搭下做核酸检测的姑娘，便是在报
纸版面上用丹青妙手重现“千里江山
新画卷”的新闻出版部美编单莉伟。

围绕学习宣传二十大报告，河南
日报客户端推出系列“弹幕海报”，在
年轻粉丝中好评如潮，全网阅读量突
破3200万，获得中国记协点赞。

——提出这组海报创意的全媒
体编辑部值班主任梁栋，主动放弃调
休支援二十大融媒产品策划，每日蜷
缩在自己带来的窄小行军床上休息，
工作之余还要跑前跑后为大家做好
后勤保障。

河南日报客户端联合前方二十
大报道团队推出的特别策划，系列原
创短视频“快看！二十大”，被省内外
上百家媒体转发，受到党代表广泛认
可，全网阅读量突破2000万。

——负责该系列视频策划、文
案、协调、沟通等一系列工作的全媒
体编辑部团队，为赶上前方拍摄制作
档期只能深夜工作，为避免影响同住
一室的早班编辑，几人总借着电脑屏
幕的幽幽微光，压着嗓子窃窃讨论，
这种“诡异”的场景还曾把半夜去洗
手间回来的室友吓得魂飞魄散。

在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的
第三次集体采访，河南省代表团新闻
发言人的精彩发言冲上微博大热搜，
全网阅读量突破1.8亿。

——负责这个系列产品视频拆
条的全媒体编辑部视频编辑时文静，
帐篷就支在“女生宿舍”的主席台
上。晚上睡觉一翻身，地板吱嘎乱
响。往日我们都仰视那些在主席台
上就座的人，如今能在主席台“就
睡”，也是个难忘的经历。

……
成绩正面是骄傲，背后是故事。

每一个疲惫而艰辛的日子，都因累累
硕果而闪着光。

/ 成 长 /

河南日报产经新闻部的宋敏，自
告奋勇成为协助总编室服务大家的

“志愿者”。在此之前打理日常生活
并非她的长项，但如今她可以把几十
个人的衣食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

新闻出版部的李晓星，第一次与
孩子分离超过 24小时，从最初的母
子视频泪目以对，到后来的彼此牵挂
各自安好，年轻妈妈与年幼宝宝都在
成长。

全媒体编辑部的黄岱昕，家中独
子，却在最初物资暂未配齐的时候把
应急床让给女生，自己裹着一床被子
打地铺。

工作之余，领导不像领导而更像
家长，编委会领导、部门主任们，每天
招呼着“孩子们”有序做核酸，散步偶
遇还会嘘寒问暖，缓解着大家最初对
疫情的担忧不安，安抚着办公与生活
交织的手忙脚乱。

岗位上，一起值班的同事变成了
亲密战友，完成工作后，脸上是未尽
的劳顿困乏，言语间却是乐观幽默的
段子，行动处全是彼此体贴相让的温
暖。

办公楼里，此前对面不相识的采
编人员与保洁阿姨，在几日的同舟共

济中亲如家人，他们分享餐饭、热情聊天，平日
里彼此的辛苦付出在这一刻互相看见。

……
此一役，出彩的产品、骄人的成绩悉数诞

生于卧榻之侧。
此一役，每个经历战斗的人都收获惠泽一

生的成长。
此一役，淬火成钢，河南日报人经住了考

验，年长一代中流砥柱，青年一代根深苗壮。
那些值守人员的帐篷，就扎在大厦四楼的

河南新闻博物馆旁。73年河南日报社光辉足
迹赫然在列，每一代报人都曾在艰难困苦的顽
强坚守中，创造出刻印在历史上的职业荣光。

封控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大家获准可以下
楼散步，才蓦然发现报社院里桂花盛放，簇簇
金黄，暗香盈室，馥郁芬芳。

宝剑锋从磨砺出，“战地”黄花分外香。
（屈晓妍 侯皓）

致敬，每一个拼搏的你！
—— 报业大厦那些事

多年以后，河南日报社每个人都还必将记得这场令出惟行的集结，和历苦弥坚的奋战。
在迎接宣传党的二十大的重要时刻，郑州又面临着严峻复杂的疫情考验。10月15日，疫

情形势骤然紧张，为确保在防控措施升级条件下省委机关报的正常出版，尤其是确保党的二
十大各项重大报道任务顺利完成，同时保障采编一线、经营管理等相关部门同志人身健康安
全，报社发出“集结令”，报社党委和编委会领导率先垂范，采编一线人员到岗值班、闭环管理，
相关后勤保障迅速跟上，一次让所有人毕生难忘的“大战”，就此拉开序幕。 二是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党的二十

大精神实质与核心要义，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
牢牢把握二十大的主题，始终保持初
心如磐、使命如炬的执着和坚定；牢
牢把握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
年的伟大变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
搏的结果；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深层含
义，更好掌握引领伟大复兴的强大思
想武器；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使
命任务，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
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部署，
理解高质量发展的长远意义；牢牢把
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
命的重大要求，更好以党建“第一责
任”引领和保障发展“第一要务”；牢
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凝聚奋
勇争先、更加出彩的磅礴力量。三是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生根，全力
以赴、团结奋斗，实现报社“两个现
代”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立根铸魂，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把政治共识转化为行动
自觉，在具体实践中融入血脉，铸入
灵魂，在捍卫“两个确立”、践行“两个
维护”中锤炼党性。要坚持深学细
悟，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道理
学理哲理，学懂蕴含其中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增强学习的系统性、整体性、
连贯性，在入脑入心抓学习中夯实思
想根基，驾驭复杂局面。要坚持守正
创新，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锻造一支
政治强、作风硬、素质高的新闻采编
队伍，强化全媒体报道、互动式传播、
故事化表达，营造同心共筑中国梦、
争先进位谋出彩的生动局面，在有声
有色抓宣传上下大功夫。要坚持知
行合一，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
逻辑出发，深刻认识“两个现代”战略
的重要意义，坚持吃改革饭、走改革
路、受改革益，深入探索“22468”系统
集成改革，进一步锻造能力作风，进
一步坚定信心和决心，在埋头苦干抓
落实中推进“两个现代”取得更大进
展。要切实抓好第四季度和明年工
作，坚决打好收官战、全力冲刺全年
红，让年底的收官和明年的开年开局
无缝衔接，确保在贯彻落实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赢得主动，交出好的成
绩单。

省纪委监委驻报社纪检监察组，
报社机关党委、办公室、人力资源部
有关同志参加学习。

（李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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