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商报记者 郑筱倩

南阳电视台记者 邢元丽

▲ ▲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乔艳霞

▲ ▲

许昌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陈文丽

▲ ▲

滑县电视台记者 李艳利

▲ ▲

●● ●● ●●

记者节前夕，来自全省

的 11 位记者代表齐聚郑

州，讲述他们在新闻一线的

经历与感悟。他们脚踏大

地，憧憬着星空与梦想的绚

烂；他们跋山涉水，探寻并

记录点点滴滴的河南故事；

他们牢记使命与重托，奉

献着激情与汗水，弘扬河

南正能量，有力服务于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

把新闻写在中原大地上每

个角落的同时，他们的故

事就此展开……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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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采访卢森堡首相贝特尔的经历。
与贝特尔面对面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身着湛蓝的西装，用生硬的中

文向记者们问好。在首相办公室接待区有个桌子，上面有卢货航的飞机模型。他
向我们介绍这个模型的时候，说的是这是他们的国宝。由此可见，卢货航在卢森
堡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也可见，卢森堡政府对于携手河南发展航空经济充满期待。

当我提出要和他合影的时候，他径直越过人群，将立在办公桌后的卢森堡国
旗从底座上拔出来，扛着国旗与我合影留念，还自嘲是奥运旗手。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是河南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重大机遇，
这是卢森堡政府选择与河南共建中欧“空中丝路”最重要的原因。

一条空中丝路、一座枢纽之城、一个航空之梦，我很庆幸，能够成为这个
伟大时代的见证者与记录者。让我们共同祝福未来的河南，能够比梦想
走得更远。③9

有梦想就会产生奇迹。记者不仅仅是“无冕之王”，更是“人民之友”。
1998 年我购买了第一部微型摄像机，开始走街串巷，用镜头记录身边一个

个感人的瞬间。十几年来，我拍摄的作品不仅被市台、省台采用，我本人还荣获
“全国十大榜样拍客”的称号。带着对新闻梦想的执著和坚持，我终于叩开安阳
电视台的大门，成为一名职业新闻人。

我曾经拍摄过孤儿王一平、王顺心的故事。这两个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孩子被滑
县残疾老汉王进海收养后，成了相依为命的一家人。经过三年的奔走呼吁，这个风
雨飘摇的家庭终于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美国波斯顿儿童医院为王一平免费做了
心脏修复手术，最终两个孩子被美国一对夫妇收养，健康、快乐地成长着。以此为内
容拍摄的专题片《妈妈日记》荣获了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提名奖、河南省新闻一等奖。

用心见证，用情记录，一路走来，感慨万千。我爱我的梦想，我爱我的每一
个采访对象。社会需要正能量，社会需要温暖的阳光。③9

河南日报记者 董娉

我的新闻传奇之梦

在我身后这张合影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
平抱着一个小女孩坐在正中间，他右手揽住孩子，左手轻轻扶住她的胳膊，小女
孩很自然地依偎在他怀里。这个小女孩是谁？总书记当年为什么会抱着她？

这要从我的家乡商丘说起。2005年 2月 20日，在浙江温州打工的商丘农民工
李学生，从飞驰的火车轮下救出两名少年，自己却献出年仅 37 岁的生命。习大大
当年抱的这个孩子就是李学生的女儿李敏。一位是和蔼可亲、工作繁忙的省委书
记，一位是来自乡下、失去双亲的英雄遗孤，我被这温情的画面深深触动了。

在和李敏聊天时得知，她现就读于浙江义乌工商学院，并经常参加学校爱心
社组织的各种活动。那一刻，我知道爱心可以相互传递，善良的种子早已在李敏
心中萌发。这么多年来，在寻访商丘好人的过程中，他们身上乐善好施、诚实包
容、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品格深深感染着我，成为我新闻路上的前行动力。③9

一张老照片带来的感动

我与卢森堡首相“面对面”

拥抱互联网、善用互联网、影响互联网，成为当代媒体人的职责所在。
3 个月前，浚县卫贤镇赵岗村的兄弟俩王庆、王朋，被一场突发的大火烧成

重伤。我通过栏目和微信平台发出了捐款倡议，联合有关部门发起公益募捐晚
会，为这个不堪重负的农村家庭募集善款 80 多万元。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朋友
圈都被爱心捐助的信息刷屏。

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是记者”的时代，信息越是海量呈现，观点越是纷繁嘈
杂，就越是需要专业记者拨云见日的冷静思考和正确引导。前段时间，我个人参
与发起成立了鹤壁市青年自媒体微信联盟，聚合更大的正能量朋友圈，为弘扬社
会真善美、打造清朗网络空间做出当代媒体人的努力。

曾经我以点滴记录社会进程为己任，如今我以点滴促进社会进步为追求。
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不信谣、不传谣做起，从发布真声音、讲述好故事做起，共
同编织一个聚合更大正能量的朋友圈，一起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③10

我的故事，要从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上大营救开始讲起。
2014 年 9 月 28 日，接连几天的暴雨让新蔡县汝河水位暴涨，一艘摆渡船侧

翻，船上 27 人全部落水，其中 19 人生还，还有 8 人下落不明。黄伟接到河南省海
事局的指令，带领队员连夜奔赴新蔡参与救援。6 天 6 夜艰苦卓绝的水上大营
救，他和队友每天连续工作 14 个小时以上，一直坚持到最后。

2008 年 5 月，黄伟发起成立了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救援队成立之初，他
就向社会庄重承诺：“义务救援、不收钱物、出现意外、后果自负”。

七年来，恪守着这句铁血丹心的誓言，黄伟带领着 80 名队员，救援的足迹遍
布豫鲁苏皖四省交界的所有地市。

而作为一名记者能够做到的，就是讲好故事，把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情怀、他
们的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处处充满爱和温暖！③10

一句承诺 七年坚守

今天我想讲述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者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李到信，2004 年从部队退伍后到深圳打工，在小区当保安。

今年2月14号的中午，李到信所在小区一栋高层住宅突发火灾。正在轮休的李到信
得知后，找到一个灭火器，就迅速赶到火场，救出了两名业主。紧接着他再次冲进屋
内，而就在这个时候，煤气罐发生爆炸，他瞬间被淹没在了火海中……4 月 14 日，因
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感染造成多器官衰竭，年仅 31岁的李到信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李到信与死神搏斗的 60 天里，我亲眼目睹了他一次次在“鬼门关”前的挣
扎，也看到了他对“生”的渴望。在救人那一刻，他也许并没有想那么多，他的行
动却分明告诉我们一句话，那就是：我要救人！

这就是我参与报道的李到信的故事，一个普普通通的河南小伙儿，用自己平
凡之躯，生动地诠释了忠诚、责任、善良、勇敢的内涵。作为一名记者，我今后一
定会传播更多的河南好人的故事，因为这是一个河南记者的责任和担当！③10

河南好小伙 感动两座城

我的正能量朋友圈

安阳广播电视台记者

辛秀梅

商丘日报记者 李岩

鹤壁市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冯红亮

商丘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张绚

驻马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潘聪

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男孩的故事，这个男孩名叫解书
淇，他是一名血友病患者。我和像他这样的河南血友结
缘已整整六年。

这种罕见病患者因为体内缺少凝血因子，一旦出血
便流血不止，甚至危及生命。但如果出血时及时输入凝
血因子，血就会止住，他们完全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可是这个救命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全国范围
内有钱也买不到。因为缺药，小书淇的腿部曾经出现残
疾，每次出血都疼得整夜睡不着。

一次次关注、一次次呼吁，终于，相关部门做出积极
回应。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坐坏两个轮椅的解
书淇又能站起来，重新回到了校园。

面对每一位采访对象，耐心倾听、深入跟随，我把他
们当作亲人，他们就会像亲人一样向我倾诉，一个个有
温度的新闻就会诞生，还有什么比亲情更温暖？还有什
么理由不让我选择继续坚守？③8

为了你们 所以坚守

在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我采访了 92 岁的
张怀义老人。

15 岁那年，张怀义踏上抗日战场，他
参加的第一场大仗就是中条山战役。从

1938 年到 1945 年，张怀义在抗日战
场上战斗 7 年，从没跟家人有任何联
系。退伍返乡时，他的家已经破碎不
堪。父亲去世了，母亲的眼睛哭瞎
了，兄弟四人有三人去当兵，三哥至
今都杳无音讯。

采访老兵的这些日子，对我来说
是一次洗礼。我知道，我的努力不会白
费，在我们“致敬抗战老兵”的报道推出

后，一波又一波爱心人士去慰问老
兵，社会各界都在致敬老兵，传
承抗战精神。

那么致敬之后呢？致敬之
后，我想，作为一名普通记者，

我所能做的，就是干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为受众送去客观真实的报

道，传递社会正能量，在自己的岗位上
让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变得更好。③8

致敬之后

作为电台记者，每天连线报道是工
作常态。但是 2012 年 8 月 28 日那天的
连线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一名一岁多的女孩在高速路上因气
管呛入瓜子而危在旦夕，父母情急之下
向电台求助，我迅速和 110、120 部门联
动，先在高速路口将孩子接进急救车，然

后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在我台三套频
率上直播，呼吁沿途车辆为孩子让出
生命通道。

从郑州南站到郑州市儿童医院，
十几公里的路程，而且还是高峰期，急

救车只用 12 分钟就赶到。尽管我不
是白衣天使，不是警察，但能通过电
波为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让我真
切感受到了记者职业的光荣和神圣。

11 年里，我一直努力着用行动
证明自己不曾停歇。我相信，好记
者就是那些一直奔走在这条路上的
前行者、带路人，我愿意追随他们的
脚步！太多豪言壮语不说，惟愿自

己做到八个字：不忘初心，无悔前
行！③8

不忘初心 无悔前行

去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我们
新闻广播《行风热线》接到村民
举报企业偷排污水的电话。当
天中午，我们就赶到了现场，但
当时并没有发现偷排污水的现
象。晚上 11 点多，我们再次赶到

现场时，闻到一股刺鼻难闻的味
道，沿着污水流过来的方向逆流而上，找到一个大院。
爬上围墙看到有一个小工厂，里面还有人在作业。我
们正想看个究竟，突然一条大狼狗向我们扑了过来。

在当地村民的配合下，经过十多次明察暗访，终于
弄清楚了那些违法企业偷排污水的情况。经我们采写
的《企业偷排污水，百姓呼吁根治》一经播出，市领导高
度重视，违法企业被责令关停。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们有义务真实客观地报
道事实，有责任细致全面地倾听人民的心声，用手中的
笔和话筒为中国传播更大的正能量。③8

坚守与担当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兄弟姐妹们的记者生活，以
及我作为一名记者自身的感受和体验。

我的同事张禹是全县人民所熟悉的面孔，大街小巷
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今年 2 月 24 日，副省长王铁亲临我
县视察白马坡、卫南坡高标准粮田建设工作，总编分派我
和张禹各担任一路的现场解说。不幸的是，张禹所乘坐
的那辆车发生了车祸。由于碰撞力较大，张禹胸部疼痛
厉害，但是张禹依旧上车进行解说，吐字清晰、铿锵有力。

这就是我们的记者，危急关头，紧急时刻，凭着一股
坚强的毅力和执着的信念出色完成任务。

为了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消
息，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行走
在田间地头，冒严冬、顶酷暑、没
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有的只

是群众的需求和工作的快乐！
激情奉献才能忘我工作，激情奉献

才能勇于拼搏。峥嵘岁月里，我们始终
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见证历
史，铭记辉煌。③8

激情奉献 无悔人生

一等奖：董娉 辛秀梅 李岩

二等奖：冯红亮 张绚 潘聪

三等奖：郑筱倩 邢元丽 乔艳霞

陈文丽 李艳利

▲ ▲

演讲选手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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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旋律，2015河南省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郑举行。⑤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