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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墨青春
岁暖情长

6月 1日是河南日报创刊70周年纪念日。七十载风华正茂，新时代浓墨

出彩。河南日报一路与共和国同行，与读者同行，用高质量的新闻作品，全面

记录了河南历史发展的进程，留下了中原人民奋力拼搏、建设美好家园的精

彩记忆。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党报的各界人士、热爱党报的万千读者、支持党

报的通讯员、苦心耕耘赓续奋斗的报业人，与河南日报结下了美妙的缘分，他

们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今天，我们从“我与河南日

报”主题征文的大量来稿中精选了部分作品，一起看看这些与河南日报有关

的难忘往事。

回忆是为了更好地前行。让我们风雨兼程重新出发，一起来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③8

三代人的河南日报情

王铮 河南日报摄影部记者

伴随着新中国共同成长的河南日报，见证了70年来
河南发展前行的历史足迹，同时也承载着几代报人的梦
想和希望。我家三代人的经历，正是一段与河南日报共
同成长的故事。

我的爷爷叫王铭哲，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一生恪
守“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信条，这也是我家最
宝贵的精神财富。爷爷1956年调入河南日报社后，长期
从事编辑工作，一支香烟、一杯浓茶、一支钢笔、一沓稿
纸，数十年如一日。在那个没有网
络的年代，报纸对文字要求极为严
格，这就要求从业者熟悉相关的文
献和知识。因此，爱书、藏书，手不
释卷、苦读不辍，就是爷爷的业余生
活。爷爷发表的文字，除了新闻报
道必须署名以示责任外，其他文章
都没有署名。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就
是这样，舍得吃苦，乐于奉献，当看
到读者手捧报纸阅读时，留在心底的微笑就足够了。

20世纪 80年代，我的父亲王继周继承爷爷的新闻
事业，24岁进入河南日报，开始了长期的夜班工作。父
亲回忆：“接到报社的工作通知，可‘亲切’可‘激动’。亲
切是因为这是你爷爷工作的地方，激动是因为使命和担
当。”父亲从事的检查工作，可以说是报纸编辑工作的最
后一个环节，是报纸编辑质量的最后一道把关者，每天要
对报纸上的标题、标点、报头、日期等逐一检查，等到报纸

开始印刷后才能结束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河南日报
在全省率先投入激光照排系统，引进的轮转胶印机也正
式投产。当时电脑还是稀罕物，父亲自学电脑相关知识，
工作中有了电脑当助手，他也见证了河南日报告别“铅与
火”走进“光与电”。

受爷爷、父亲的影响，我也热爱新闻工作，2005年大
学毕业后，我也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在这个海洋般信
息量和闪电般传输速度的时代，数码相机、无人机、智能

手机替代了父辈手中的纸和笔，会
使用文字报道、会拍摄动态影像、会
用各种新技术支持的动画来表现新
闻事件，或者在现场就开始新闻直
播，这些都是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人
的真实写照。很荣幸，我是其中的
一分子。

时代在发展，新闻传播手段日益
丰富，河南日报也从最初的“一张纸”

变成了报、网、端、微融合发展的全媒体矩阵。但不变的是
党报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对新闻工作的初心。直
到现在，已经退休的父亲还经常提醒我：“要记得爷爷说过
话，‘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每当外出采访、写
稿、拍摄时，我都怀揣着这一家训，并时刻提醒自己，做好
工作不仅是任务，更是我们家三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新媒体还在不断发展、创新，未来我还会迎接更多挑
战……③9

与河南日报的有关记忆

邵丽 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

焦裕禄精神激励我前进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 新疆哈密市法院退休干部

我是新疆哈密市法院的一名退休干部，今年 68岁。
在人生旅途中，焦裕禄精神是激励我前进的动力。因为践
行焦裕禄精神，我和千里之外的河南日报结下深厚友谊。

1966年，我看到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
裕禄》，立刻被焦裕禄的事迹强烈震撼，从那一刻起，我就
萌生了以焦裕禄为榜样做人做事的初心。

怀着这个初心，我与几位同学一
起跋涉数千里来到兰考祭拜焦裕禄，
并和焦裕禄的家人合影留念；怀着这
个初心，我在检察院和法院工作的30
多年里，把经手的每一个案件都办成
了经得起时间和人民检验的“铁案”。

2014 年 2 月，已经退休的我从
哈密的媒体上得知，焦裕禄的二女儿
焦守云到哈密作弘扬焦裕禄精神的
报告。我给焦守云写了一封信，找到
河南援疆指挥部希望他们转交。刚到哈密3天的援疆干
部、河南日报记者李黎祥了解我的成长经历和与焦裕禄
家人的情谊后，立即采写了通讯《一个维族老人与焦裕禄
家人的故事》在河南日报刊发。

没想到的是，这篇报道被新疆主流媒体和各大网站转
载后，我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

2014年 6月，时隔近半个世纪后，我再次来到兰考，
感受到兰考翻天覆地的变化。河南日报一版头题刊发长
篇通讯《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对我的事迹进行了深度
报道。很快，中央16家主要新闻媒体均派记者来采访报

道我。我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模范进步个人、最美基
层干部等称号，最高人民法院给我记一等功。

2015年 12月，已经结束援疆回报社工作的李黎祥重
返哈密，对我再次进行全面深入采访，相继写出了《信仰的
力量》和《做焦裕禄的好学生》两篇万余字的长篇通讯，全
景式展现了我半个世纪忠实践行焦裕禄精神的事迹，在全

国引起强烈反响。2016年 9月，中宣
部确定我为“时代楷模”；2017 年 2
月，我荣膺2016“感动中国”十大年度
人物。

2017年 3月 17日，河南日报重
磅推出八个版的《兰考脱贫记》特刊，

“兰考脱贫了，焦裕禄的夙愿终于实
现了。”我看了以后非常激动。3月
20日，我受邀来到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与记者编辑座谈，共话如何更好

地弘扬焦裕禄精神。
2018年 3月，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大力支持下，

李黎祥撰写的《阿布列林：焦裕禄精神的当代传人》一书
出版，被列入焦裕禄干部学院的教材。

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是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的脚
步不能停。特别是近几年，在河南日报等媒体的宣传报
道影响下，我经常受邀去基层，为更多的党员干部宣讲焦
裕禄精神。

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我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继续
弘扬和传承焦裕禄精神。③5 （凯新 整理）

因为践行焦裕禄精神，我
和千里之外的河南日报
结下深厚友谊。”

我的童年是在北方一个破败的小城度过的，当时父
母亲都在那里任职。他们总是很忙，好像有永远也学
习不完的文件、开不完的会，常常是很晚很晚才回家。

那时候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贫乏。没有电
视，收音机也就一两个频道，更没有什么娱乐节目。白天
也没人管我，我跟着机关大院的小孩儿们疯跑到天黑才
回家。我的两个哥哥迷上了做幻灯片，他们在玻璃片上
画各种人物，都是当时电影和小人书
里的人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也顾
不得管我。我百无聊赖，就翻看爸妈
带回来的报纸，也就只河南日报等几
份报纸。开始的时候是看上面的插
图和照片，慢慢就开始认字。我还不
到5岁就已经认识了很多字，大致是
和读报纸“逞能”有关系的。

后来我妈妈说，我已经可以去
上学了。于是我就跟着哥哥开始了
读书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识字和认识世界，就是从读河
南日报开始的。不过，岂止是我这样的小孩子呢？那时
候的河南日报，不仅仅是一张报纸，更是人们了解世界的
一个窗口。世界风云、国家大事，都集中在这一张小小的
报纸上。父母亲看完的报纸，常常还有叔叔阿姨借去
看。有时候他们就坐在我家里看，看完之后还会和我父
母讨论报纸上的内容。有时候聊得晚了，父母亲还要留

他们吃饭。不过那时候的饭很简单，无非是稀饭、馒头，
一个素菜或者咸菜。但他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报纸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父母亲也退了休。但他们看报纸

的习惯还没改。父亲在门口钉了一个小报箱，他是离休干
部，单位仍给他订了河南日报等报纸和一些杂志。他和我
母亲革命了一辈子，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爱好，除了吃饭、

看报纸，很少有其他活动。
父亲去世后，母亲也跟着我小

妹去了深圳。虽然父母亲不再读河
南日报了，但是，河南日报与我们家
的缘分还在继续。我和我的两个哥
哥，也相继走上了领导岗位。我们
都在河南工作，河南日报当然是我
们订报的首选。

河南日报创刊 70 周年，编辑想
让我写篇文章。我踌躇再三，不知
道该说什么。后来我突然想起我先

前在河南日报发表作品的情景。那时候我父亲还活
着，他买了很多份刊载着我作品的报纸，亲朋好友去看
他，他就高兴地送给人家一份报纸，说，看，这上面有我
闺女的文章！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河南日报在人们心目中有如
此重的分量。

愿河南日报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③8

成长中的良师益友

李娟 河南省社科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副社长、研究员

我叫汪舰，是新蔡县砖店镇凯旋双语留守儿童学校
校长，我与河南日报的结缘源于一组报道，这组报道与留
守娃相关。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些留守的孩子平时学习
很努力，表现也很乖，但大多都有一颗“玻璃心”。2010
年 6月，我们学校曾经组织过一次《我的暑假》的命题作
文，发现有一多半的孩子一年到头只
能与父母见一次面，想爸妈了只能隔
着冰冷的手机屏幕“隔空对话”。

我想，得为这些留守的孩子做点
什么。

2010 年 7 月初，我驾着学校的
一辆面包车，把5名长时间没见爸妈
的孩子送到了他们在广东打工的父
母身边。孩子们精心表演着排练很
久的节目，看着父母们强忍泪水的鼓
掌欢笑，我暗自下定决心，要把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爱心
车一直开下去。

河南日报是2011年与我校留守儿童结缘的，这一缘
分已延续了8年。每年河南日报出版部都会派出三四名
精干力量参与留守娃探亲的报道。从活动前期的细致沟
通到冒酷暑、踩泥泞去留守儿童家中采访，再到一路跟随
孩子们探亲，教孩子们学照相、帮女孩子扎辫子、给孩子
们讲故事、听孩子们讲自己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些大姐姐、大哥哥，每年到学校来，
孩子们都簇拥着他们，抢着帮他们拿包、拿相机。

最让人感动的是，河南日报的记者编辑获悉我校留

守儿童的故事后，立即捐款1万多元，解决了部分贫困留
守儿童家庭的燃眉之急。每年河南日报的记者来报道活
动时，都会给孩子们带来许多礼物，新书包、图书、文具，
漂亮的衣服、鞋子，好吃的零食……去广东探亲那次，他
们还请来了河南省中医院的儿科大夫，一路为孩子们的
健康保驾护航。

9年来，从校车到大巴，从高铁
到飞机，我想方设法让孩子们与父母
团聚的同时，也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
的发展。农村娃走进了大城市，第一
次观看了天安门升旗仪式，登上了万
里长城，走进了北大、清华等高等学
府，游览了南湖红船，瞻仰了井冈山
革命圣地。每年的探亲路，河南日报
都重点跟踪报道，很多孩子和家长都
是第一次上报纸，他们高兴地把报纸

贴在家里的墙上。
在河南日报的持续报道影响下，人民日报、央视等中

央级媒体也加入报道我们留守娃探亲的队伍中来，越来
越多的爱心人士送来了捐款和衣物，学校的留守娃与城
市里的孩子结成了友好对子，他们经常互通书信和电话，
寒暑假期间还到对方家中做客。

9年来，我自费近200万元安全护送了260多名留守
儿童与父母团聚，累计行程 2万多公里。留守娃探亲路
今年已经走到第十个年头，我将继续做下去，也期待与河
南日报携手同行，继续守护留守儿童，希望他们能像城市
的孩子一样快乐成长。③5 （本报记者 刘晓波 整理）

八年相随留守娃探亲路

汪舰 新蔡县砖店镇凯旋双语留守儿童学校校长

河南日报是 2011 年与
我校留守儿童结缘的，这
一缘分已延续了8年。”

一个人在生命成长中会有很多因缘际遇，有时候是一个
人、一本书、一件事，有时候甚至只是一句话，都有可能触动
人的心灵，点亮希望之灯。我有幸拥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
一直在默默地支持、影响着我的成长与发展，它就是河南日
报——河南省最具权威性、指导性，发行量最大的党报。

我出生在一个公务员家庭，最早认识河南日报是在
小学二年级时。当时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是豫北
地市政法部门的一名领导干部，他办
公室的报架上经常能看到整整齐齐
的河南日报，有时他会将报纸带回家
里阅读。有一次，还是小学生的我，
趁父亲不注意，从他公文包里抽出几
张报纸，给新发的课本包了书皮，并
向家里人展示我的“劳动成果”。没
有想到，父亲劈头盖脸严厉批评了我
一顿：“报纸是公家的东西，看完是要
还回单位的，不可以乱用！”我清晰地
记得，他捡起被我剪掉的碎纸片说：

“你知道这几个字是谁写的？这四个
字——‘河南日报’是毛主席题写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
离接触河南日报。作为一个孩子，我知道了这份报纸的
重要性与权威性，顿时心生敬畏。父亲是一位宽容而慈
爱的人，但是我从童年开始就受到非常严格的教育，“公
家”的东西——稿纸、报纸、订书机，一律不可以用。在那
个物质生活还不算富裕的年代，经常会有农村老家的亲
戚向父亲索要报纸，给老房子糊墙或者垫顶棚用，都会遭

到父亲的严词拒绝。通常在这些时候，姥姥会负责在后
面给亲戚们解释：你们别再难为他了，他是“公家”的人。

河南日报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报纸，这是我在童年时期
就已经印刻在脑海中的一个认知。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河南日报副刊成了我的另一个伙伴。青少年时期，我们的
课外读物并不充足，副刊上的各类文学作品成了我的最
爱。我最初对于文学的兴趣，相当一部分源于那时的阅读

与积累。多年以后，我到河南省社会
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再次近距离与
河南日报接触。河南日报以其强大的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牢牢
占领着全省舆论宣传的制高点。作为
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
构和全省社会科学综合研究中心，河
南省社会科学院承担着服务省委省政
府决策、推进理论创新、弘扬中原文
化、建设新型智库等重任，河南日报理
论版就成为展示我们立足河南、研究
河南、服务河南科研成果的重要理论

平台。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也多次积极参与全省全局性、
战略性、前瞻性课题的研究，经常与河南日报理论版开展交
流与合作，多篇文章在这个重要的理论阵地发表并被多家
媒体转载，这些都成为激励我奋进的不竭动力。

河南日报可谓我生命成长中的一位良师益友。让我
们继续一路同行，共同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
省而不懈努力，奋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新篇章！③8

我家三代人的经历，正是
一段与河南日报共同成
长的故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识
字和认识世界，就是从读
河南日报开始的。”

河南日报是一份非常重
要的报纸，这是我在童年
时期就已经印刻在脑海
中的一个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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