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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河南日报》的一名老通讯
员，受“基层之声”版的熏陶和影响，我
从热心读者变为敢为群众鼓与呼的作
者。近年来，我先后在“基层之声”版
刊发了60多篇反映民生实事的来信、
评论和图片，身边一些久拖不决的难
点问题得到解决。

与“基层之声”相识于 2016 年 8
月。我家住在离河南大学不远的苹果
园生活小区，而明伦街的河南大学门
前就是一个“马路市场”，每天早晨5点
多许多摊贩开始上市，买菜的、卖菜
的，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车把本来就
不宽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不但影响
学生学习，而且堵塞交通，多年来一直
取缔不了。我思虑好久，该不该管这
个“闲事”，又该向谁反映呢？因为我
平时爱看“基层之声”版的文章，就抱
着试试看的心情，拍了几张图片，发到
了“基层之声”版的邮箱。没几天，我
就接到了韩春光编辑的电话，对我反
映的问题细节进行了核实，并在“基层

之声”版以《请还百年名校一个清净》
为题刊登了我拍摄的两幅照片。照片
刊登之后，很快引起了市领导和城管
部门的重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

“马路市场”被取缔，学校周边环境得
到改善。

一次，我乘坐公交车路过河南大
学门口时，公交车司机说：“没想到堵
了10多年的明伦街现在这么好走，开
车再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听了公交车
司机的感叹，我窃喜，因为道路畅通的
背后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我最难忘的还是 2019 年 7 月 9
日“基层之声”版刊发的《乱丢单车，
有损文明》那幅照片，因为这篇报道
受到了开封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视。
2019年 7月 5日清晨，我在包公湖畔
散步时，发现有人将共享单车横七竖
八地随意丢弃在湖边，不但不文雅，
而且影响游人通行，并且在其他路段
也有乱丢共享单车的现象。责任感
驱使我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一不文明

的瞬间。“基层之声”版以《乱丢单车，
有损文明》为题刊发后，竟然引起了
时任开封市委书记侯红的重视并作
出批示，要求市文明办会同城管、共
享单车运营企业等部门对共享单车
乱停乱放现象进行整治。现在，开封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现象不见了，呈现
在大家面前的是管理规范、排列有
序，色彩斑斓的共享单车成为古都开
封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我与“基层之声”版成
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一起为群众
鼓与呼的“战友”。“基层之声”版这
块阵地在群众心中越来越坚固、越
来越受欢迎，它能发挥的作用不容
小觑。

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城市，只有
欢迎、鼓励舆论监督，才会发现问题；
只有敢于正视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
问题、促进发展。在新的一年里，我们
更加期待“基层之声”的声音越来越响
亮。5 （靳国良）

今年7月份以来，我在《河南日报》
“基层之声”版发表稿件 14篇，多属舆
论监督性质的摄影报道。说实话，每每
有稿件见报后，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时
也会遭到不同程度的非议，让我喘不过
气来，甚至一度产生消极的念头。但采
写报道带来的那种快乐，让我又觉得自
己受点委屈，值得！

我在乡镇工作，发现身边不少村庄
新建的公厕，不是用障碍物挡着，就是铁
将军把门。有人竟在公厕外围大小便，
与当下开展厕所革命的精神背道而驰，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拍了一张图片，发
到报社邮箱，值班编辑老师与我联系，并
让我再深入采访一下，把实质问题揭示
精准，按照编辑老师的意图，我对文字说
明进行了调整，又发到报社。7月3日，
《河南日报》刊发了题为“新建公厕为何
睡大觉”的摄影报道。这下可不得了了，
上级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直接打电话给
我单位领导，主要领导找我谈话，说我是
瞎胡发负能量的东西，拉了厕所革命的
后腿，问我还想不想干了？最后撂下一
句话：再胡写就让纪检部门介入查查！

那一天，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几乎
窒息，不知怎么到的家。回到家也是闷
闷不乐，一言不发，连续两天两夜，我都
没有合眼。我的本意是通过报道，促进
问题解决，让老百姓生活更方便，提醒
有关部门要把好事做实。我采写的报
道，别无他意，若怀有其他意图，我还会
用实名吗？第二天，我拨通了编辑老师
的电话，向他倾诉了我的烦恼，谁知韩
老师就像一个慈祥的长者安慰我，安排
我以后要学会保护好自己，鼓励我敢于
说真话说实话，替多数群众说话，反映
大家的期盼，并为我起了一个笔名：“路
一鸣”。之后，其他几位编辑老师也知
道了我的遭遇，他们耐心地开导我，给
我安慰，给我打气：只要为群众说话，反
映实际问题，党报就是我的后盾。我听
了这些话，顿时热泪盈眶，心里感觉就
像找到了娘家人一样温暖。

过了几天，我回家再次路过那些
公厕时，发现那里奇迹般地变了样，那
些新建公厕都开门了，看着村民们自
由出入喜笑颜开的样子，我心里感到
甜丝丝的。

我发现我们单位的公厕没有文字
标识，导致不少陌生人如厕时常常上演
尴尬闹剧，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有存
在，于是我拍了一张图片发给了编辑老
师，9月2日，题为“何时如厕不再尴尬”
的报道见报后，不少人夸我监督得好。
殊不知，这下我可戳了马蜂窝了，主要
领导第一时间把这张图片放在单位微
信群里，对我表示“祝贺”。接着几个班
子成员找我谈话，说我动机不纯，让我
在大会上做检讨。

在我精神几乎崩溃的时候，河南日
报群工部的三位老师对我的不公平待
遇抱不平，他们一同为我出谋划策，教
我如何提高写舆论监督稿件的水平。

一路走来，我觉得作为基层通讯
员，写舆论监督稿件实在太难，每篇舆
论监督稿件的背后，都有难言之隐和
不为人知的委屈泪水，但只要群众需
要我，党和人民支持我，有报社做后
盾，我还会迎难而上，将舆论监督稿继
续写下去，为社会的和谐而努力，个人
受点委屈不算什么。5

（路一鸣）

2021 年即将到来，作为《河南日
报》的忠实读者兼通讯员，回想一年来
取得的成绩，颇感欣慰。在“基层之
声”版编辑同志的辛勤指导下，笔者的
一篇篇稿件见诸报端，笔者通过报纸
所反映的问题，一件件得到圆满解
决。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几件事：

2020年 4月 14日，“基层之声”版
刊登我的一篇摄影报道，反映登封市
卢崖瀑布景区河床里，20多棵树木半
腰遭钢丝绳缠身，盼望给树木松绑。
报道刊发后引起登封市相关部门高度
重视，并及时给予回复：

“经核实，反映的问题属实，系景
区内旅游服务企业与中国登山协会、
登封市教体局等单位协作联办的全国
青少年冬夏令营公益性活动而做的临
时性户外营地设施。其间，旅游景区
属地管理部门已对其责任单位下发限
期整改通知书。目前，已督促责任单
位将临时性活动设施全部拆除，恢复

河道生态原貌。今后景区管理部门将
严格监管，防微杜渐，杜绝一切有违生
态保护法规的各类违规现象，为游客
提供更好的原生态旅游自然景观。”

2020年 7月 22日，“基层之声”版
以“机井房电源开关和电表哪去了”为
题，刊登了我采写的一篇摄影报道，反
映的问题是：鄢陵县只乐镇小沟孙村
村民浇灌辣椒、黄豆等农作物，因管理
浇地的村干部把电源开关和电表卸
走，导致村民无法浇地。

报道刊发后，村民们打电话告诉
我，他们不但浇地有电了，县里和镇里
还降低了浇地用电电费，村民们十分
感谢河南日报敢为老百姓说真话、实
话。

接到村民们的电话后，为进一步
核实情况，我电话咨询鄢陵县只乐镇
干部，镇干部告诉我，经过整改，小沟
孙村电费已下调，感谢河南日报舆论
监督。这件事，让我感慨颇多，看来只

要做有心人，很多问题还是能够得到
切实解决的。

2020年 8月，我回固始县老家办
事，开车途经固始县武庙集镇邓岭村
蒋楼村民组时，发现通往村里的道路
坑坑洼洼，长满杂草，十分难行。村民
告诉笔者，蒋楼村民组 60多户村民，
200多口人，由于通往村里这条路年
久失修，被雨水冲刷得坑坑洼洼，村民
们根本无法出行。

回到郑州后，我就写了一篇稿子
投给了报社。9月4日，“基层之声”版
刊发题为“道路坑洼出行难”的报道，
报道刊发后，固始县交通局负责人打
电话告诉笔者，武庙集镇邓岭村蒋楼
村民组道路属县村村通项目，已被列
入 2021 年建设计划，2021 年一定修
好，以解决村民出行难。

新的一年，盼望“基层之声”版这
个敢为基层老百姓说真话办实事的版
面越办越好。5 （吴贤德）

为百姓受点委屈也值得

愿“基层之声”更响亮

敢为老百姓说真话

我生活在基层，“基层之声”版
反映的都是基层的事儿，百姓的事
儿，身边的事儿，更重要的是它架起
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是传达社
情民意的平台。所以，我喜欢“基层
之声”版，因为它已融入我的生活之
中，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近几年，我在“基层之声”版发
表了不少稿子，是“基层之声”版伴
我成长，是编辑老师帮我进步，给了
我采写民生稿子的力量和勇气。“只
要写的事情真实，反映的是百姓的
真实心声，就大胆去写。”这是编辑
给我的建议。

我发表的一些稿子曾产生了较
好的社会效果。回想一下，感受颇
深。

一篇稿件帮老支书解决了卖梨
难。一次，商水县邓城镇许村退职
老支书许四新向我打来求助电话，

让我去他的梨园采访，帮助解决卖
梨难题。接到电话后，我就驱车赶
到梨园，看到大堆大堆冻坏的黄梨，
确实让人心痛。通过详细了解情
况，现场拍照，我连夜赶写了稿子，
发给了“基层之声”版编辑。韩春光
编辑接到稿子后就打电话向我核实
情况。并对稿子再三修改，而且每
次修改稿都用微信发给我，征求我
的意见。韩编辑对工作认真负责的
态度深深感染了我。后来，“基层之
声”版头题刊发了《请帮老支书卖梨
吧》稿子，并配图。稿子发表后，又
经多家网站转载，引起当地政府部
门的重视。县委宣传部部长、邓城
镇领导亲临梨园，帮助老支书联系
销路，并通过县内一些大型民营企
业、超市帮助老支书将滞销的黄梨
卖完。许四新非常感激。

一张图片引发全县参观学习。

户厕改造工程是一项惠民工程。国
家出钱免费为农户改造厕所。怎么
改？什么样的标准好？在商水县 20
个乡镇还没有做出改造标准时，张
庄镇却率先改造成一批标准高、群
众满意度高的户厕样板。我在张庄
镇大郭庄村现场采访了一些户厕改
造好的农户，并拍摄一些图片发给
编辑。后来，“基层之声”版刊发了
张庄镇厕所改造惠民生的摄影报
道。报道刊发后，全县户厕改造工
程现场会在张庄镇召开，20 个乡镇
主抓副职、技术人员参加会议并参
观学习，张庄镇的户厕改造标准成
为商水县户厕改造工程的统一标
准。而且，去年以来，全县已改造厕
所 4 万多户，张庄镇改造 2700 个厕
所。张庄镇党委书记张军启说：“想
不到一张图片能产生这么大的社会
效应。”5 （乔连军）

《河南日报》“基层之声”版一直是
基层群众反映问题、表达诉求的窗口，
从中我们既看到了党报及其记者始终
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
为民之情、爱民之心，又感到了党报在
架起党和人民群众连心桥方面发挥的
重要作用。

笔者常在村头听到村民对一些民
生问题的看法，在收集、整理后，就发
给了报社编辑。一些稿件在报纸上发
表后，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问题得到
了解决。

有一次，我听到村里几位退休老
教师在讨论如何改善村居环境，如何
利用传统村落打造村史馆，鼓励村民
自发捐钱捐物修复古寨墙和古寨门的
事情，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村里有了好
环境，来的游客多了，也能给当地村民
带来收入。于是，尝试着写成小稿件
投到了“基层之声”版邮箱。几天后，
编辑老师给我回了信：“选题很好，但

对问题的挖掘不够，需要再充实内
容。”8月 25日“基层之声”版刊发了充
实后的《乡村旅游当避千村一面》。后
来当地乡镇干部从中得到启发，带领
一部分乡村干部，利用传统村落修复，
让传统景观与现代网红相结合，推进
了当地美丽乡村建设。

“既研究问题，又推广经验。给百
姓发声就是给党发声！”按照编辑老
师指引的这个思路，前不久，我又跑
了几个村子，听干部群众讲他们街头
路灯有些不亮，如何改善这种现象，
连夜整理成一篇稿子《农村路灯不能
重建轻管》。10 月 30 日在“基层之
声”版发表后，一些地方村庄把路灯
改成太阳能路灯，解决了电费问题；
还把路旁遮挡路灯的树枝进行了整
修，解决了亮度问题；有的村还安排
专人定期巡检，晚上村民出行安全
了。

有了这次与编辑老师的互动，我给

该版写稿的兴趣更高了。针对农村出现
的清运垃圾难问题，我走访了一些干部群
众，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做法，11月25日
写了一篇有关垃圾清运的文章。这篇稿
子很快在该版头题刊发。此后，清洁公司
每天出动垃圾清运汽车定时定点到各个
村庄垃圾停放点及时清运，做到了村庄整
洁。编辑回电说：“比以前有进步，继续努
力！”

一张党报，上连党心，下接民心。
关注民生，研究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和建议——这是我所理解的“基层之
声”版的“初心”。守好这个“初心”，反
映人民呼声、调查现实问题、回应群众
关切，关心与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就多了一扇反
映社情民意的窗口。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我相信，我
今生最美的遇见——《河南日报》的明
天一定会更好！5

（张军停）

我认识《河南日报》“基层之声”
版，是从替身边的一些基层群众帮忙
开始的。

我是《河南日报》的一名老通讯
员，渐渐地，我身边的一些基层群众
都知道我会写点东西，他们遇到什
么困难也喜欢找我请求帮忙。我知
道《河南日报》“基层之声”版就是一
个面向基层群众的版面，群工部是
一个帮助基层群众鼓与呼的部门，
于是，我就把身边群众的诉求整理
成文字，发给了编辑老师。让我感
动的是，只要是事实确凿、诉求合理
的材料或稿件，都会受到编辑老师
的重视。他们根据来信或来稿，或
者给相关部门发出“转办函”，或者
通过编辑后刊发到报纸上，有的甚
至派出记者进行跟踪报道，大多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20 年 3月，家乡一位村民的孩
子，因为种种原因，户口一直没能申
报，眼看就要影响孩子正常入学了。
那位村民找我请求帮忙。我帮他把家

庭和孩子的情况整理成一篇群众来
信，寄给了《河南日报》群工部编辑。
不久，编辑老师回复说，已经转给当地
有关部门了，让我们耐心等待。过了
大约半个月时间，那位村民对我说，孩
子户口问题已经解决了。听到这个消
息，我也很欣喜，欣喜的是有关部门很
重视报社发来的“转办函”，认真解决
群众的诉求，同时很敬佩编辑老师的
认真负责精神。

出于对“基层之声”版的信任，我
发现生活中有一些不太合理的事情
时，也喜欢写信投寄给报社。有一些
信件，在“基层之声”版的“来函照登”
栏目刊登了，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社会
效果，促进了有关问题的解决。

禹州市禹郭路是禹州市通往许昌
市、长葛市的主要道路之一，平日车辆
行人川流不息。禹郭路闫楼至黄台段
更是车多人多，在这不足 10公里的道
路上，共设置了 17条减速带，村民们
苦不堪言。发现这个情况后，我以一
名基层群众的名义给报社编辑写了一

封信。很快，一篇名为《这段路竟设了
17 条减速带》的群众来信在《基层之
声》上刊发了。不久，当地有关部门迅
速进行整改，乱设减速带的问题得到
了解决。

6月 29日上午，我乘坐公交车时，
半路上，村民古女士怀抱不足半岁的
儿子上车，售票员让古女士购买 2张
成人票，并告知古女士，交警查超员
车辆是按人数的，小孩就是不占用位
置也得买成人票，不然的话请下车。
无奈之下，古女士只得购买了 2张成
人票。笔者了解到，这位售票员的做
法不符合有关规定，而且类似的情况
也不少见。于是，我就把这个情况写
了出来，寄给报社。这封群众来信在

“基层之声”版上刊发后，引起了有关
部门的重视，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真心希望“基层之声”版继续保持
心系群众、关心民生的初心。作为一
名通讯员，我也愿意继续为此无怨无
悔地付出。5

（姚铁）

为基层群众鼓与呼

基层有最美的遇见

反映的都是百姓心声

秉初心 再出发

2020年即将过去，“基层之声”版陪伴读者走过了又一年。

这一年，是举国上下经受疫情考验的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我们坚守党报初心的又一年。这初心，就是党报的为民情怀。正如河南日报群众工作部自河南日报自创刊以来的名称和职责，71载不变。

过去的一年，我们秉承初心，除了刊发本报记者采写的一线调查稿件外，还大量刊发了由基层通讯员采写的报道。这些稿件，直抒群众心声，带着泥土气息，深受喜爱。

本期编发的 6篇稿件，由 6位基层通讯员分别讲述他们的采写经历和感受，以及他们与这个版面和编辑之间的故事。党报初心，已经像种子一样，撒播到了人民群众的厚土中。5

本报群工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