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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有你

流岚 河南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大学期间，有位李姓老师喜欢提问学生“刁钻”问题，
比如即兴背诵一段古文，比如突然提问和当天有关的节
庆由来、新闻热点事件。上他的课总是胆战心惊，因为无
论怎么准备，提问总是出其不意。某日上课，正当我望着
窗外出神，“请第三排穿红衣服的同
学站起来评论一下今天河南日报的
头条新闻”，一个声音拉回了我的思
绪，大脑一片空白，脸红到脚跟，恨不
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次提问给了
我深刻的教训，但也从那时逐渐养成
了看河南日报的习惯，从河南社会变
革的生活百态到中原出彩的发展速
度，再到洞察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
把文字读成脚步。

毕业之后我从事哲学社会科学
理论工作，虽然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
文章，但还缺乏理论高度和实践深度。经过反复琢磨，我
开始重点关注理论思想宣传类文章，尤其是能把时政热
点和理论宣传相结合的河南日报理论版。第一篇关于中
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文章，我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月时
间反复打磨，“雄心万丈”的同时也做好了“石沉大海”的
最坏准备，让我意外的是，河南日报很快刊登了。当天，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文明网等也转载了，这给了我极大
鼓励。此后，我又在河南日报发表了《文化自信与打造全

国重要文化高地》等多篇文章。
2017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来电人

是省文史馆的张主任。他说，在河南日报上看到我的一
篇文章，挺适合他们“学习十九大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论坛”培训，希望我能就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方案和构筑
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等内容给馆员们
做一场辅导报告。为了讲好课，我请
教了河南日报理论部的高主任和省
社科院的相关专家，在他们的指点下
完成了备课，并调休三天专心试讲。
为了防止第二天下雪路滑，我第一次
在本市内“有家不归”，在宾馆里讲一
遍改一遍再讲一遍，凌晨一点才合上
电脑。没想到第二天课讲得很顺利，
效果很好，课间，馆员们热情地与我

交流，有肯定的鼓励、有真诚的建议……会后，我陆续收
到馆员们寄来的书、杂志，邀请我参加相关学术论坛，甚
至第二年再次被邀请做辅导报告。

就这样，我慢慢开始探索，慢慢体会了做学术的艰难与
乐趣，这些都离不开河南日报给我提供的平台。虽然在学术
这条路上还在摸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河南日报让我从
告别象牙塔走向工作的蜕化中找到了点点星光，也间接给了
我很多学习锻炼的机会，感恩感谢之情将永留心间。③3

就这样，我慢慢开始探索，
慢慢体会了做学术的艰难
与乐趣，这些都离不开河
南日报给我提供的平台。”

我的父亲鲁国民是河南日报的一名老通讯员，他采
写的稿件 34年前就发表在河南日报上；而我，则是河南
日报的采访报道对象。我们父女两代，都与河南日报结
下了深深的情谊。

1985年，父亲在担任原阳县农业银行办公室主任时，
把农村发展、农民生活与本职工作相结合，两年时间采写
了20多篇300字左右的“豆腐块”，一一被河南日报采用。

“通讯员鲁国民”隔三岔五见诸报
端，极大地鼓舞了父亲的写稿热情，也
引起了上级农行的注意，中国农业银
行总行授予他农行系统全国优秀通讯
员的称号。1989年，他又因写作能力
突出得到破格提拔，被调到新乡市农
业银行，继续从事宣传报道工作。

最让父亲津津乐道的是，刚到新
岗位不久，他围绕当时初现端倪的

“白条现象”，和同事合作采写了一篇
深度调查报告，被河南日报以整版篇
幅全文刊登，用稿件为社会发展进步贡献了力量。

为了鼓励员工写稿发稿，新乡市农行还推出政策，不
仅对发稿的员工给予公开表彰，还会按5倍稿费的标准进
行奖励，父亲最多一次稿费和奖金合计拿到了700多元！

那时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多元，还有老人需要
照顾，经济非常紧张，如果没有在河南日报发稿带来的稿

费和奖励，连给年幼的我买奶粉的钱都紧张。父亲常开
玩笑说，是河南日报的稿费养育了我。

而我也渐渐长大，离开家乡前往北京学艺，中国音乐
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专注于箜篌演奏、研发、教育等
事业，不断赢得鲜花和掌声，也常有媒体采访报道我，遗
憾的是始终和河南日报没有交集。

直到去年年初，在我的推动下，集箜篌研发、生产、人
才培养于一体的久鼎箜篌文化创意
产业园，在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成
立。随后，我带着新乡制造的箜篌频
频登上国际级文化舞台，引起河南日
报的关注，河南日报记者主动与我联
系，多次前来采访，《她，让唐代箜篌
在新乡“复活”》《“让更多孩子爱上箜
篌”》等稿件，相继出现在河南日报
上。

河南日报的报道，让我备受鼓
舞，深切感受到了家乡媒体的真诚与

热情。同时，河南日报的报道进一步推动了我事业的发
展。前不久，新乡箜篌和兰考古琴、竹沟提琴一起亮相第十
五届深圳文博会,更坚定了我在家乡兴业的信心和决心。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父女两代人的生活，因为河南日
报更加精彩。希望我们和河南日报之间的故事，不断有
新的发展。③9 （刘鸿涛 整理）

河南日报的报道，让我备
受鼓舞，深切感受到了家
乡媒体的真诚与热情。”

两代人的生活因她而精彩
算起来，我与河南日报“结缘”，也快20年了。
2000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中建七局工作。当时网

络还不发达，只有领导的办公室有报纸，我就经常找各种
理由去“蹭”河南日报看。那时想法很简单，年轻人得了
解国家大事、多掌握有用的信息，获得这些的渠道，最简
单的办法当然是看主流权威的报纸。这么看着看着，我
和河南日报也越来越有感情，一天不看，就总觉得少点
啥。有时我还会突发奇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干的事能够
登上河南日报，那将是多么自豪啊！

时光的车轮驶入 2016年，中建
七局在中断海外业务12年后，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巴基斯坦承接了中
巴经济走廊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项
目——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的
第三标段，我被派到中建七局巴基斯
坦 PKM 项目三分部任项目党支部
书记。

山高路远，我与河南日报的缘分
不仅没有就此终结，反而愈加亲密。
身处异国他乡，一有时间，我就登录
大河网打开河南日报电子版认真阅读浏览。后来有了河
南日报客户端就更方便了，我和项目党支部的成员全部下
载，每天抽时间学习河南日报成为“必修课”，不仅能够及
时了解国内特别是家乡的信息，略解游子的思乡之苦，里
面的一些党建工作和企业改革报道，更让我们受益匪浅。

让我们不敢相信的是，2016年国庆长假期间，河南
日报专门派出记者，牺牲假期休息时间，不远万里来到了
我们项目施工现场。记者和我们同吃同住，冒着45摄氏

度的高温，天天深入到施工一线采访写作。为了抢时效，
在返程途中候机时，他还在不停地修改稿件。党报新闻
工作者这种高度的敬业精神，着实让我钦佩不已。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国庆长假刚刚结束，2016年 10
月 10日，河南日报就以《中巴经济走廊筑路人》为题，拿
出一个整版报道了我们积极进军海外、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事迹。其后，河南日报还对我们进行了跟踪报道，
陆续推出了《筑基中巴经济走廊的河南人》《万里之外的

坚守》等多篇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
广泛影响。

“书记，我也上河南日报了！”我
现在依然记得，当时办公室的小伙儿
宋瑞拿着手机，兴奋地让我看河南日
报电子版的情形，“我让国内的同事
一定给我留一份报纸，让我的父母看
看，他们的儿子在巴基斯坦干得挺
好！”

通过河南日报，我看到河南省委
提出争做出彩河南人，就在当地积极
发起开展“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中国

人”活动，招聘沿线数千名贫困居民，修建清真寺4座、便
民桥 5座，为当地村民打井 50口，捐建“一带一路”图书
室2个。一系列“惠民工程”，促进了中巴民心相通，树立
了中国企业、中国人的良好形象。

今年 8月，我们参与修筑的这条高速公路就要全线
通车了，我真心希望河南日报再派记者来见证这一历史
性时刻，继续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油鼓
劲。③4 （本报记者 谭勇 整理）

有时我还会突发奇想：如
果有一天我们干的事能
够登上河南日报，那将是
多么自豪啊！”

心中的那束光

何洪帅 大河报教育事业部记者

在河南日报的这一段实
习生活，就像留在心中的
一束光，照亮我的路，让
我坚定前行。”

2008年，突然来临的汶川地震，牵动了亿万国人的
心。救援进行到了哪一步？灾民们的日常生活怎样保
障？大家心中对灾区人民的牵挂，都化成了对一线记者
从现场发来文字和图片的期待。看着记者们冒着生命危
险深入灾区报道的身影，看到他们第一时间传递回来的
有热度、有温度的新闻，我的梦想清晰起来——我也要当
记者。

2015 年，作为一名新闻相关专
业在读研究生，我很幸运地成为河南
日报的实习生，有了近距离接触新闻
采编一线的机会。当时，我脑海中想
到的是战火纷飞中的战地记者、在地
震灾区采访的新闻工作者，心中既激
动又兴奋。

可是，我开始实习时接到的第一
个任务却是看报纸。当时我非常不
以为意，认为这个任务没有想象中的
轰轰烈烈，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所
以非常敷衍。可是不久后，我就对自
己的这种态度感到惭愧。那一天，老师带我采访后，要求
我从一大堆素材中选取重要内容写成一篇新闻稿。素材
很多，如何取舍？如何表达？我奋战了两个小时，只写出
了一篇 300 多字的干巴巴的稿子，自己都不好意思上
交。老师看过后，说：“稿子无大小，但是一定要把最具有
新闻性、老百姓最关心的信息提炼出来，传递给读者。多
读读报纸，积累一些常识，也培养一下新闻敏感。”在老师
的教导下，我明白了作为一名记者，心中首先要有读者，

脚踏实地，勤恳严谨，才能写出好的新闻。
作为党的喉舌，党报必须要严谨。有一天，老师的一

篇新闻稿件要在头版头条刊发。当天晚上，她又对稿子细
节进行了反复核对，并一直坚持到凌晨一点多领导签完版
才回家。而第二天，她还有其他采访任务。我问她：“你每
天这样，感觉辛苦吗？”她笑着说：“新闻工作就是这样啊。
稿子署着我们的名字，我们就要对它负责，这也是对报纸

负责、对读者负责。为了把稿子做
精、做实，三餐没点儿、连夜赶稿，都
是咱们这一行的家常便饭，你要做好
心理准备哟。”

的确，在河南日报实习的短短两
个多月时间里，我看到了很多难忘的
场景：晚上八九点还奔波在山区采访
的路上；查资料、访专家，花好几天
去弄清楚一个概念；为了稿子的立意
和结构，能在办公室里争得面红耳赤
……没有我想象中的轰轰烈烈、出生
入死，但这一幕幕都深深刻印在我的

脑海里，让我对新闻工作有了新的认识——成为英雄不是
记者的追求，扎扎实实将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在第一时
间客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才是记者的目标。

2017年，经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层层选拔，我成
了大河报的一名记者。我每天和众多记者同仁一起，“采
缤纷天下事，入寻常百姓家”，紧张、忙碌、压力大。但在
河南日报的这一段实习生活，就像留在心中的一束光，照
亮我的路，让我坚定前行。③8

我的幸福“追星路”

赵同增 河南日报驻新乡记者站记者

我是河南日报一名狂热的“追星族”，在“追星”的道
路上已经跋涉了14年。

2005年，我大学毕业成为新乡县的一名新闻宣传干
事，每天研读各种报纸是初入职场的必修课。

在众多报纸中，反映“身边事”、有“亲近感”的河南日
报成了我的最爱，我开始常常“做梦”，要是我写的稿子也
能登上河南日报，那该有多美！

随着工作的开展，幸运的我有了
更多近距离接触河南日报的机会。
河南日报新乡记者站的聂广鹏老师
和李虎成老师先后长期指点我，手把
手教我采写新闻，他们的业务能力、
敬业精神、谦和态度令人敬佩。我又
开始“做梦”了，要是我能像他们一样
成为一名光荣的河南日报记者，那该
有多美！

有梦想就有方向，有梦想就要努
力。我开始学着聂老师、李老师，踩
着泥巴扑下身子到一线去采访，天天写稿到三更半夜，皱
着眉头把稿子修改七八遍，又眼睁睁看着一篇篇稿子被

“枪毙”。
苦不苦？真苦，牺牲节假日，冷落了妻子孩子，为写

稿心力交瘁。但我把河南日报看作天上最亮最美丽的
“星”，在追随她的过程中犹如一名最执着的“追星族”，当
看到“通讯员赵同增”不断出现在河南日报上，那种幸福

把所有辛酸都抵消了。
11年的通讯员生涯，我累计在河南日报发稿700多

篇，这700多个大大小小的稿子组成了我的幸福“星空”。
2016 年 4 月，一个更大的幸福降临了：河南日报

破格录用了我，我加入河南日报大家庭。我不敢相信
眼前的一切，分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与此同时，我
也分不清记者和通讯员之间的区别，认为“还是一样采

写新闻，不同的只是署名发生了变
化。”

当年 7月中旬，新乡暴雨成灾，
为及时报道救灾情况，我顶着烈日，
蹚着齐腰深的积水探访灾情。等我
完成采访回家把衣服脱下后，才注意
到背上已经被晒出了“人肉版”白背
心。妻子心疼地悄悄拍下这一幕随
手发到朋友圈，引来网友关注，我竟
成了一名“网红”。

赞誉纷至沓来，我也借此进一步
认识到了身份的变化，认清了作为记者的职责：一定要时
刻警醒，不能给河南日报抹黑，要更加努力为河南日报添
彩。

14年时间，从毛头小子到油腻大叔，从通讯员到河
南日报记者，我的“追星路”越来越幸福。回望过去，选择

“追求”河南日报此生无悔；畅想未来，我“追星”的脚步永
不会停。③9

回望过去，选择‘追求’河
南日报此生无悔；畅想未
来，我‘追星’的脚步永不
会停。”

相依相随
且歌且行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鼓与呼

王以敏 中建七局交通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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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璐 青年箜篌演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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