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的电话机放在隔断式的办公桌上，

每天响个不停， 我的晚报记者生涯是从接热

线电话开始的。

“大红公鸡哪里有卖？多少钱一斤？哪里

的公鸡更好一点？” 临近春节，电话里的信息

总是被这些内容充斥。 接到这样的电话，起

初很是反感，一个城市晚报怎么尽接到一些

农副产品信息？ 然而部主任硬是让我深入城

区各大农贸市场走访，后来表明，一篇《大红

公鸡这里有卖》的稿子，受到了市民的广泛

关注。

平民视角、百姓需求，这是晚报新闻关注

的方向和特色，从写下的这第一篇稿子开始，

我便深深地记住了晚报新闻的价值诉求，这

也让我养成了时刻深入基层、 关注民生的新

闻采访取向。

当年清镇市鸭池河镇实行产业结构调

整，这个以产煤著称的乡镇在实行煤井关停

并转之后，迫切需要走出一条新的经济发展

之路。 然而，这对于吃惯了挖煤换钱的农民

来说，是何其艰难。 在此背景下，镇领导带头

组织先进分子种菜种药， 收入超过挖煤，一

下子带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产煤大镇从此迈

向绿色经济。 我在连续走访了几个村寨之

后，饱含深情地写出《昔日只靠小煤窑，如今

种菜又植药，绿色经济富了鸭池河》，这篇报

道得到市领导的表扬。 后来又有花溪区青岩

镇的“失误赔偿制” ，这些报道受到了中央、

省市相关部门的关注。

推动年轻记者成长， 敢让年轻记者扛大

梁，也是晚报人才培养的一大特色。当年素有

中国证监会一元钱顾问的香港证监会主席梁

定邦先生，来贵阳参加中国（贵阳）风险投资

年会， 接到报社采访任务后， 我当时有些诧

异，其时我刚到报社工作还没多久，这么重要

的采访任务，怎会落到一个年轻的、没有太多

大型采访经验的记者手里呢？ 正是基于这样

的心理，在正式采访的前两天，我做了大量的

准备，包括对专业术语、专业名词的深层次解

读， 先期采访了我省资本市场的知名专家和

学者。由于准备充分，在这一场中英文现场互

译的年会中， 晚报记者的采访还是表达出专

业、深邃的水平，现场特写《无限风光在“险

峰” 》一文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好评。

更加难忘的是，2003 年 4 月底 5 月初

非典疫情爆发， 我作为特派记者随 44 医院

的医疗小分队走进了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

进行采访，成为走进小汤山的第一个地方媒

体记者。

从 1999 年入职到 2003 年离开，我在晚

报的记者生涯不过匆匆的 4 年时间， 但这 4

年是我人生的一段宝贵时光，我认知世界、看

待人生的态度， 都与这一段晚报生活产生了

浓烈的关系。

老东家 40 岁生日， 作为其曾经的一员，

我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特写诗赞曰：四十

无迷惑，新程甫起头；他年回首后，又上一层

楼。

■扬子

1980年 5月 26日，一张“姓党姓晚又姓筑”

的新型报纸在贵阳山城面世， 这就是《贵阳晚

报》，迄今已经整整 40周年了。 以后有了《贵阳

日报》，晚报不再担负贵阳市委机关报的功能，着

力于为市民服务，更加得到普通百姓的青睐。

我姓龙属龙，1940 年生，40 年前正好 40

岁，斗转星移，今年我已迈入耄耋之年成了“80

后” ，开始享受高龄补贴了。 我与《贵阳晚报》

打了整整 40 年的交道，与这份深受筑城百姓欢

迎的报纸有着不解的情缘。

首先，我是忠实的读者。 40年来，除了在职

时到外地公干和退休后出外旅游， 可以说天天

都要捧读这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 从外地

归来， 报纸积存了一大叠， 其他报纸不一定翻

阅，而《贵阳晚报》是必定要一一浏览的。 作为

一名老贵阳，自然关心家乡的情况，这份报纸也

就一直是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长期以来

《贵阳晚报》是众多贵阳市民每天阅读的报纸，

从知识界人士、 公务员白领阶层到街边摆摊的

小贩， 都喜欢阅读这份充满家乡气息和接地气

的报纸。

其次，我忝列这份报纸的作者队伍。我学的

是中文专业， 先后在教育和新闻岗位工作，业

余爱好爬格子，如今叫码字。 40 年来我在《贵

阳晚报》上供补白的言论、杂文、散文等起码数

十篇。 近两三年来，仅《贵阳晚报》的“贵阳乐

龄” 专栏就先后刊发了我的多篇与老龄题材有

关的小文。 文章见报，自然是有获得感的，充实

了我晚年的精神生活。 这里顺便说一说，由于

我经常为晚报写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省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文学专业学习结业，晚报

德高望重的老编辑朱曦先生曾希望我到报社工

作，后我留院编刊物，也就未能成行。 多年来我

与晚报多位老报人都有所交往， 如今如朱曦、

李宗繁等先生已经作古，健在的也如同我一样

垂垂老矣。 这张报纸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手里不

断层楼更上。

再次，我还是这份报纸的审读员。新千年我

从一家报社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休不久， 承蒙省

新闻出版部门垂顾，被聘为本省的报刊审读员，

至今尚在发挥些余热。 这份工作，简单来说，就

是对已经出版的报刊从思想内容到出版形式两

大方面，既肯定成绩，点赞亮点，也指出存在的

问题，以期改进。 多年来《贵阳晚报》是我负责

审读的报纸之一。早些年，报纸曾出现一些包括

广告不妥到文字差错的问题，但在新闻报道、舆

论监督、文化生活、服务民生等几大方面一直亮

点多多。 比如，我最近写的一篇审读报告《倾情

宣传报道白衣战士援鄂感人的事迹》，对《贵阳

晚报》4 月 17 日以 23 个整版推出的特刊 《战

“疫” 中的贵州力量》给予好评。

《贵阳晚报》问世 40 周年， “四十不惑” ，

如今网络对纸质媒体的冲击，作为“新闻纸” 客

观地说风光不再， 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鹏

程万里。 记得我国新闻界前辈、老报人赵超构先

生曾给《贵阳晚报》题词寄语：“做报春的燕子，

飞入寻常百姓家。 ”衷心祝愿这份百姓喜爱的报

纸，与时俱进，凭借网络的翅膀振翼高翔。

■龙炘成

1998 年我参加工作。 在当时，由于资讯

传播的途径较少，因此，看报几乎是人们出了

家门了解天下的唯一窗口， 作为本市发行量

最大的报纸，看《贵阳晚报》便是当时同事间

在交通车上以及工作闲暇时的日常。

从小喜欢文学的我当然不会放过晚报刊

发的每一篇文章， 不过对国际新闻以及文学

连载看得很少，倒是对文娱新闻及体育新闻，

我会反复看上很多遍。 在“社会新闻” 栏目

里，我会去揣摩记者的写作技巧和写作风格，

我还会通过字里行间去试图探寻新闻背后的

“新闻” 。 “打工部落” 里的求职策略以及办

公室同事相处原则等等， 让我认识到从象牙

塔里的单纯到尘世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

所以，在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没人点拨，是贵

阳晚报给我上了一堂初涉社会的必修课。

后来，我成家了，有孩子了，恰在此时，贵

阳晚报开设了“心灵驿站” 。 “心灵驿站” 栏

目的定位是关注寻常百姓的情感烦心事。 当

然，婚恋及家教总是绕不开的话题。 此时，网

络开始普及， 人们有了 QQ， 于是晚报建了

QQ 群，群名我不记得了，只清楚地记得群主

叫“老千” ，“老千” 一般每周五发话题讨论，

次周二见报，我爱发言，我的发言也经常被采

纳登报。更难能可贵的是，通过多次对相关话

题的讨论，我学习着、成长着。 特别是每期话

题均有心理专家的点评， 那更是不可多得的

教科书式的讲解。 所以， 毫不夸张地说，与

“心灵驿站” 共处的那段时光是我对家庭理

解及家教最初的启蒙， 从而避开了我在往后

的家庭生活中的弯路。

多年来， 贵阳晚报的栏目不断更新，与

时俱进，满足着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而已

不惑之年的我， 曾视文娱体育新闻如宝，如

今却只是静静地翻过，反倒对国际新闻倍感

兴趣。 此间复杂的心绪也许只可意会，这种

反转本身就是一种轮回。贵阳晚报，是良师，

更是益友，教会了一代又一代人在时代的荒

野中接力追逐。

二十年的追随，二十年的重量。感叹人生

的温馨和苍凉，感叹岁月的匆迫和绵长。无意

假设下一个二十年会是怎样， 唯愿贵阳晚报

和我越来越好！

■余登海

“文老者，徐其飞哭兮兮嘞要辞职嘞！ ”

2018年 3 月，挣扎已久后，我拿着第一

次写的辞职申请去找记者部田坚主任面

聊， 没想到他在向时任贵阳晚报总编辑的

文思宛老师说这事时， 说我是哭兮兮地提

出来的。

其实， 他说得不算夸张， 我很清晰地记

得，那天我面对着田主任，辞职两个字即将蹦

出口时，我确实是哽咽的。

是的， 从 2010 年 10 月进入贵阳晚报成

为一名新闻摄影记者后， 我就从未想过有一

天会离开。 那时，想进贵阳晚报当一名记者，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我很幸运……

2002 年， 我从偏远农村来到贵阳读书，

有一天，我从报童那里买了一份《贵阳晚报》

来看，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每天买一份晚报

细读，是我大学四年里养成的最好习惯。

人生就是一场奇幻之旅， 大学毕业四年

后，即 2010年 10 月，我奇迹般地成为了贵阳

晚报的摄影记者……

当我的名字连同我拍的第一张新闻照片

第一次被油墨印刷在贵阳晚报的版面上，

我兴奋了一整天，当然，也盯着那张只有两

栏大小的照片看了几十次。 那种莫名的成

就感和自豪感， 让我觉得那一切都如梦一

般。

从此以后， 我拍的新闻照片开始越来越

多地出现在这张报纸上，每出现一次，我都把

它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上。不过，到后来刊发

的照片越来越多，干脆就放弃了剪贴的行为。

在贵阳晚报的 8 年时光里，所有的采访

经历，只能用感慨一词来概括：洪灾、地震、

矿井塌方采访中的惊魂时刻；灾难采访中目

睹亲人间瞬间阴阳相隔时黯然泪下；助偏远

山村建通信基站，使村民不再上山寻找信号

获得的成就感；一篇报道让 4 岁脆骨症小孩

重新站起来走进学堂的莫大欣慰；潜伏山野

草丛、乔装打扮暗访拍摄黑沥青厂的社会责

任感……

记者的使命、报道的力量，一次次通过我

的照片与文字，在贵阳晚报得以彰显。此后与

人相见，言及我是贵阳晚报记者，那种感觉如

初进报社一样，无法抑制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时光荏苒，一切都在随着岁月的流逝而

改变！ 转眼间，我离开贵阳晚报已有两年，也

极少再去报社所在的小十字那一片城区，然

而每次从报社大楼下路过时，憋不住似的要

抬头看上几眼，好像离开得越久，就想念得

越凶。

见“纸”如面，此生，不与你说再见！

■徐其飞

最可宝贵的一段人生

和晚报一起成长的二十年

见“纸”如面 不说再见

我与《贵阳晚报》

不解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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