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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黔东北那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

老矿区，从版图上看，极像一个伸入湖南怀化

地区的半岛。相比其他地区，这里的人们省会

意识极弱，大凡生老病死、婚嫁迎娶等涉及大

笔花钱的时候，都去一步之遥的湖南，传说中

那边似乎什么都比贵州这边好。

省会贵阳，就一个符号，在我心底可有可

无地存在着。 直到 1983 年的一天，放学路上

偶尔走进一家理发店， 我读到了 《贵阳晚

报》，贵阳的存在才在我心里渐渐活起来。

那时候，无论机关还是农村、国有央企还

是街道合营的小店，百姓资讯的主要来源，最

普及的莫过于报纸。 而报上登载的不是中央

关于农村改革的新政策， 就是大型国企改革

探索新路子或者云南前线“两山” 的英雄事

迹，抑或美国总统里根执政的新动向、日本首

相中曾根的对华友好。 反正读来读去就没有

让那个年龄的我感兴趣的事情。 第一次读

《贵阳晚报》， 简直颠覆了我所有的阅读经

验，除了不多的国内外大事和省市的新闻，更

多的是街头巷尾、家长里短、幽默段子、派出

所抓小偷、公交车上偶遇等等。这对每天背诵

历史、地理、政治和数理化公式定律的我，犹

如打开了一扇通向远方那个叫省会贵阳的一

扇窗，读来那么轻松，那么烟火、那么贴近，又

让人眼花缭乱。以至于，在我离开故乡之前的

那几年，但凡理发，我都会去到那家墙上挂着

《贵阳晚报》的理发店，即便等一两个小时，

只要有那份报纸在手，就不觉得时间长。有时

候等待的人多了，大家就拆散报纸，交换传阅

不同版面。

后来， 冲着这份报纸， 我来到了省会贵

阳。那时候不要说认识《贵阳晚报》的某位记

者、编辑，就是认识的人中有谁在《贵阳晚

报》发了个小豆腐块，也把他当神一样看待。

记得当时我在某央企基层团委工作， 那个比

我大两三岁的团委书记， 似乎就把年轻人的

理想、奋斗定义为能不能在报刊、杂志发表东

西，当然最直接的是能不能在《贵阳晚报》发

东西。终于有一天，跟书记关系较好的一位比

我大几岁的曾姓老师，在《贵阳晚报》发了一

篇近 2000 字的散文。 这下可不得了了，书记

当天就召开团干会， 拿出当天刊载有曾老师

文章的那份报纸，用手指敲着那个版面，号召

大家向曾老师学习，并放出狠话说：是骡子是

马，拉出来遛遛！

这也可能是今天我跟《贵阳晚报》走得

那么近的最初的动力源泉。

几年后，我的文字也在《贵阳晚报》变成

了铅字，再后因为文章、出书等原因，《贵阳

晚报》和从《贵阳晚报》分离出来的《贵阳日

报》都分别作过我的整版采访、报道。 我跟在

《贵阳晚报》《贵阳日报》工作的不少老师也

成了好朋友。

这就是一份市民报跟一位市民的缘分

吧！ 姚胜祥

《贵阳晚报》

我最初的动力源泉

今年 5 月 26 日，是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40

岁的生日。

我和报社的结缘，始于 1998 年。 那一年，

我从江西一家报社调到了贵州。

1999年 1月 1日，这一天，《贵阳晚报》彩

色版创刊。

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岁月啊！

报纸正式发行的前一天， 版子编出来，谁

都不愿睡，大家都守着，要第一时间看到自己

亲手做的报纸。 而彭刘两位总编，每天走在贵

阳的大街小巷，只做一件事，就是询问报摊的

报贩，今天的报纸，读者有什么反应，有什么不

足，然后赶回报社，开会布置整改。

严格意义上，《贵阳晚报》是贵阳市场第一

张真正市民类的报纸，不走邮政发行的渠道，全

部由报摊售卖。报纸正式售卖的那段时间，由于

每日了解报摊信息和受众反应， 小到头条的字

号颜色、照片发的位置大小，大到头条的选择，

全部对应市场，发行之初，报纸每日都有几千份

的增长，到当年年底，即突破了十万份。

报纸创办的头几年， 我每天做一版和二

版，还要负责地方新闻国内新闻的分稿、确定

头条，还要审版。一年下来，只有春节可以休息

七天。 天热的时候，我和李前（时任国际和体

育新闻部主任），两个人都打着光膀，穿着一

条短裤，我蹲在椅子上改稿，嘴里哼着“苦根

上结出一对苦瓜、苦海里泡大的一对苦娃。 ”

而编辑部的办公室却总是充斥着欢声笑语。

大家每日做完版子， 都是半夜一两点钟，

但没有人回家，去选一处地摊，就着啤酒，谈论

着报纸、交流着业务。

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岁月啊！

从高考状元到台湾问题、 从世界杯到奥运

会、从南丹事件到报纸年度新闻人物，每一个重

大事件，晚报，从没有缺席，也从来出彩。那个时

候的编辑部和记者部，有着业内最好的合作，大

家只有一个心愿，把报纸做好，把报纸做强。

说到重大题材，着重要说一说“911” ，通过

对这件新闻的处理，能最好诠释晚报为何成功。

当晚，我正像往常一样分稿。八点多钟，办

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吴槟， 纽约双子楼有一

栋楼被飞机撞倒塌了，你关注一下，是个大新

闻，要处理好。 ”我上网查看后，当即和李前商

量，一版导读，国际版发两个版。这时网络上传

来第二栋楼倒塌的消息，我向彭刘两位老总报

告后，再撤体育版和国内新闻三块版。然而，还

是不够，网上真真假假的消息一条接一条……

宾夕法尼亚一架客机坠毁、 五角大楼受到攻

击———再撤版，晚上的版面已经没有了，于是，

电话通知印刷厂，撤回白天就做好的两块文化

版的 PS版。半夜两点多，包含一版在内总计八

个版的专题大样被送到老总的案头。老总看了

又看，总觉得少了什么，于是果断决定，撤掉一

块广告版。四点多种，九块版子被送往印刷厂。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如数家珍，历历在目。

晚报在几年的时间内， 发行量达到 27 万

份，广告破亿继而达到两个多亿，成为贵州最

具影响力的报纸。

我是 2007 年 11 月，记者节的那天调离报

社，去到广电。在报社的 9年，恰是三十一岁到

四十岁，可谓最年富力强的九年，也可谓最黄

金的九年。这九年，之所以难忘，缘于报纸的辉

煌，源于亲如兄弟的战友，源于艰苦而快乐的

历程，更源于激情燃烧的岁月。

是的，激情燃烧。

晚报有个传统，每年春节前，做完最后一

块版，大家都要在夜半的时候聚在一起，举杯

畅饮，引亢高歌，送走一年的辛劳，憧憬来年的

辉煌。 在此，让我祝福报业集团、祝福晚报，明

天越来越好，希望今年岁尾的聚首，我们依然

激情燃烧。 吴槟

晚报，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1980 年， 我在贵阳市广播局下属的广播

站做编辑记者，我单位的隔壁就是刚刚创刊不

久的贵阳晚报社。地理位置就在春雷广场毛主

席像后面，我们两家新闻单位都同属市委宣传

部管理，我在完成本职工作外，还经常采写新

闻稿件，撰写文章给他们，和他们许多编辑记

者也经常交往，说起同行我们都已经退休了。

如果把《贵阳晚报》比喻为一棵成长起来

的大树，那么经历了 40 个春夏秋冬之后，这棵

当初的幼苗现而今树干愈加粗壮，树叶日趋茂

盛已显出了仪态万千的形象。作为精心呵护了

40 年的同行人，在《贵阳晚报》创刊 40 年之

际， 我十分感谢当年的栽树人和随后的护树

人， 并愈发体会到 40 载酷暑严寒所铸就的倔

强挺立和向前发展的精神之重要。

记不清多少个日日夜夜，汗水滴落在稿纸

上；记不清经历了多少艰辛与挫折，热情与真

诚从未泯灭，每当报纸拿到手里，看见我投稿

发表的新闻报道，撰写的散文随笔诗词换回了

读者的满意和肯定，我的心里不由得会荡漾出

一股秋后收获般的喜悦。

近期阅看我的十几本作品收集中，发表在

《贵阳晚报》的作品近 800 篇，仅 1981 年就达

43 篇，除各种新闻报道外，像《改的硕果———

贵州啤酒厂汽水洗瓶机诞生记》 等通讯均在

一版见报，《美的心灵———看电影 < 天云山传

奇 > 的冯晓岚》在 3 版《艺术天地》发表；与

同仁胡跃平采写的通讯 《为集体婚礼奔

忙———记党总支书记谢随昌亲自抓婚事新办

的事迹》，还配发了短评。

当前，贵阳晚报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十分

重要的历史阶段，“互联网” 给报纸带来良好

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报纸带来前所未有的历

史挑战。 特别是面对飞速变化的形势， 要让

《贵阳晚报》这棵大树能够健康发展，就必须

勤浇灌、变松土、修剪树枝，还要随时严除病虫

害的侵蚀。 让这张报纸成为读者的所爱，我衷

心地祝福《贵阳晚报》这棵大树，明天参天凌

云。 刘环城

真没想到，《贵阳晚报》四十岁了。

1996 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报社工作，从

时政记者做起，三年后，转岗编辑，参与创办新

改版的《贵阳晚报》 创建， 又是四年。 直到

2003 年离开，九年后重返报社，可惜，这次只

待了短短半年。

而第一次跟报社打交道，还得追溯到大学

时代，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暑假，我在赫章县参

加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一个多月内，除了完

成一些给当地学校老师做培训的工作之外，晚

间无事，看书聊天之外，还需要找点事来消遣，

我偶然发现，当地为彝族聚居点，村民爱唱山

歌，乡里有个老歌王就住在附近，好奇心上来，

便央着熟悉的本地干部找了去，买一包最便宜

的纸烟，请他唱歌并翻译成汉话，自己带个小

本子抄在上面，累计下来，竟有数百首之多。

实习归来，整理所得，写了一小篇文章投

稿到报社。 记得当时的《贵阳晚报》社就在春

雷广场的毛主席像后面， 战战兢兢地敲门进

去，递上稿件，没敢多留，立马告辞出来。 没曾

想，这篇题为《民歌读想》的千字小文，不久居

然刊出，得稿费二十八元。那个年头，差不多是

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了，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我

提笔为文的起始，一块小豆腐干，郑重其事地

剪下来，保存至今。

说起来，前后七年半的报纸生涯，可怀念的

事情着实不少，譬如，刚刚上班没几天，记者部

安排我和同年入职的田军“重走长征路” 。差不

多两个月时间， 沿着红军长征经过贵阳境内的

足迹，开始一天一篇稿件地采访。 压力不小，以

至于每到一站， 我们会略为了解下情况后便分

头干活，下午碰头后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你那

里有多少字了。 ”大致理清线索，稍作商量，各

自写稿，一段时间后，配合已经极为默契，两截

稿子凑到一起， 可以做到天衣无缝。 二十多年

前，根本没有什么网络可言，接下来就必须想法

设法回到最近的县城，找当地政府部门帮忙，将

稿件传真回去，以赶上次日清晨出报。

可忆可怀的事情实在太多。值得一说的倒

是即使离开， 也一直未曾跟报社断过联系，

《贵阳晚报》组织了多年的学生征文，我始终

担任评委，甚至还登台讲座，给小记者们分享

写文章的心得。至今报社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写

专栏的平台，先是“遇食遇言” ，写本地美食文

化，持续三年，给我带来不少粉丝，甚至不时会

有朋友慕名找来，请我品鉴美味。今年起，停掉

“遇食遇言” ，开始写新的专栏“与书重遇” ，

分享我重温旧书的感受。

对我而言，《贵阳晚报》 始终在心中有着

一个特别的位置， 我的文字生涯肇始于兹，成

长于兹。我相信，这种缘分还会延续，即使很多

读者读到我的文章，已经不是在报纸上，而是

在报社的新媒体公号上。 周之江

缘起千字小文 忆晚报岁月

800篇文章见证我与晚报的点点滴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