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力不会白费

2005 年，我结束大学生活，进入贵阳晚报

工作，也就此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

多年来，我一直在采编一线工作，然而在众

多的采访任务中，2008 年汶川的那一次， 最难

以忘怀。

那一年，汶川发生大地震，我受命第一时间

赶赴四川进行采访。

车行路上，越往震中走，我心情越沉重，因

为完整的房屋越来越少， 每一栋倒塌的房屋下

面，可能就掩埋着一户人家曾经的幸福。“一定

要把这里的所见所闻告诉读者，不辱使命。 ” 我

下了决心。

接下来，在十多天的采访中，我一次次被地

震中的人们感动，同时又被中国人的守望相助、

患难与共鼓舞着。

还记得在采写“清川大转移”新闻稿件时，

道路被垮塌的山体阻断， 解放军从废墟中将群

众一个一个地救出， 并背着伤者和老人翻过大

山，撤离到安全地带。 他们归来时，群众们自发

夹道欢迎，每每有军人背着伤者走来，大家就鼓

起掌来。

在人群中， 我发现一位妇女一边鼓掌一边

哭泣，于是上前询问。 接下来她讲的事，让我再

次动容。

“我是来感谢他们的，他们和我爱人一样，

保护着应该保护的人。 ” 她不愿透露姓名，不过

愿意讲他爱人的故事。

她爱人是当地小学的老师，发生地震时，为

掩护学生撤离，没来得及跑出来，被埋在了垮塌

的教学楼下。当营救人员将他挖出来时，这位老

师背朝上俯卧着，双手打开成环抱状，已经没有

了气息，而在他的身体下，两个孩子被紧紧地护

着，“其中一个娃娃活了……” 讲到这里她已泣

不成声，我便不忍再问。

在汶川期间，我和同事发出数十篇稿件。

在回程路上，我们的粘贴着“救援” 字样的

车经过一个村庄。远远地，一个小姑娘见车便跑

到路边，双手高举一块纸板，上写“谢谢”……

这么多年来， 我的一些新闻报道得到认

可， 获得了 “赵超构新闻奖” 、“贵州新闻

奖” 、“人大新闻奖” 等荣誉，但我还是一直不

能忘记那个夏天的经历。 这也激励着我，将一

次次的事件真相还原给读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霍

《阿甘正传》里有句著名台词：生活就像

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做

新媒体的记者， 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条线索

会是什么？ 不过，每天也都会给你很多惊喜。

自从做了新媒体的记者开始， 节奏快了

很多不说，关键是随时处于“找题” 状态，生

活里的每个小点，都会延伸想开去。 常常因为

错过好选题而扼腕遗憾， 也常常会因为意外

的高点击而沾沾自喜。 每天脑海里要闪过无

数次“爆款、爆款，爆款在哪里？ ”

转型新媒体记者两个月， 从熬夜采访疫

情期间辗转回国的贵阳青年到第一时间做出

师大天桥即将拆除的“回忆杀” 重磅消息，我

采写的众多稿件获得了广泛关注和多家媒体

的转发。 遗憾的是，还没能写出“10 万 +” 的

稿件，但我深信，没有一个努力会白费，只要

努力，一定会有所得。

做记者就是一个求证、发现、重新思考的

过程。 我乐于做这些，并享受其中，现在仍旧

像 14 年前刚入行时那样，对新闻这个职业怀

有极大热情。

如今， 每天到岗第一件事就是问：“有题

吗？ ”如果遇到好选题，顿时就会觉得晴空万

里。

至于新闻的意义是什么？ 我理解的是传

播以及被记得。 希望自己写出更多传播广泛

和被记得的文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原

我是 2003年到《贵阳晚报》工作的。

进入报社的第一个任务， 是去原遵义

县（今播州区）枫香镇，采访一个司机的求

助：他从四川运一车鸭苗过境遵义，在枫香

镇被动物检疫执法人员拦下， 为鸭苗数量

发生争执。

我还记得司机几乎哭出来的样子：“这

么热，你就让我开着车，在操场上兜几圈，给

鸭苗散散热嘛。” 他的请求被拒绝了。闷热的

天气里，检疫人员打着手电筒，一只只数鸭

苗……地上丢着一堆因高温和缺水死了的、

或奄奄一息的鸭苗。

8 月 1 日凌晨时， 结果出来了———司机

持有的发运货单上，载明数量是 24360 只，与

清点一致。 但这时， 被热死的鸭苗超过了

3200 只，而其余鸭苗也因长时间高温脱水受

伤。

8 月 2 日，《连夜数鸭 鸭死三千》，这篇

600 多字的消息，在《贵阳晚报》头版头条刊

发后，引起了国家农业部相关领导过问。 遵

义市纪委监察部门进行了调查，最终执法者

道歉认错，赔偿了司机损失，境内执法行为

得到规范，一批违规检查点撤除。

我觉得，以新闻的力量，我为群众做了

一件好事，为此，还高兴了好几天。

这篇稿件， 于 2004 年获得了中国新闻

奖、贵州新闻奖、中国晚报新闻奖（现名赵超

构新闻奖）。 当时任贵阳晚报编委会主任的

彭明端，在跟我交流时说，采访很扎实，写得

也到位，但文字还可以更“老辣” 一些，追踪

报道可以更及时。

在《贵阳晚报》，历任总编都没“架子” ，

可以坐下来，端一杯茶，或是下夜班后要一

碗面，聊上几个小时。 大家可以探讨业务，也

可以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

后来先后负责晚报的领导刘建平、陈本

荣、文思宛，在新闻的温度、深度、力度方面，

和我聊得较多，还会就具体稿件，提出意见。

老总靠前指挥， 又给编辑和记者自由度，是

《贵阳晚报》的传统，也才有了一大批优秀作

品问世，培养出一批能干的编辑、记者。

“排雷英雄杜富国” 、“贵州完成首宗农

村承包地有偿退出” 、“贵州江河行” 等系列

报道，就是在文思宛总编辑的支持和指导下

完成的，并且引发了关注、获得了新闻奖。

《贵州完成首宗农村承包地有偿退出》，

只有几百字的稿件， 却反映了时代大背景，

即： 为中国第二轮土地承包贡献经验后，奋

进在乡村振兴、 同步小康路上的贵州农村，

再涌改革浪潮；“贵州江河行” ，是通过行走

贵州 8条主要江河的见闻， 发现贵州山河之

美，呈现了各族群众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壮

丽画卷；而“排雷英雄杜富国” 系列报道，通

过深挖细节，提炼出“你退后，让我来” 的精

神，反映了革命军人的血性与担当，还有新

青年一代的责任感、使命感。

“记者，不是有闻必录的‘传声筒’ ，而

是有思想、有情怀的时代记录者，要多观察、

勤思考。 ” 这是文思宛同志退休前，对我的教

诲。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黔华

做时代的记录者

难忘2008年

2014 年一开年，我结束了在贵阳晚报的

实习期，正式成为一名晚报记者。

这一年的夏天， 报社给我这个新手安排

了一项大任务———与同事一起负责“我们一

起行走·发现多彩贵州” 大型采访活动。与其

他采访任务不同的是，“我们一起行走·发现

多彩贵州” 活动不仅需要记者前往各地探寻

采写，还要带领市民一同领略家乡之美。

那一年的 6、7、8三个月，我几乎每个星期

都要出差。 周一出发，周四返回，白天采访、

晚上写稿，周末加班是我当时每周的工作状

态。 当最后活动收官时，我做了一次统计，一

共和 52位市民走访了 21个县市。

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我很高兴。 我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对自己的家乡自

然充满着热爱。 然而在学生时代，我没有很

多机会能够走访贵州各地，直到我成为一名

记者，职业给予了我对故乡真正的了解。

记得当时的记者部主任田坚和我说：

“我们经常接收到外地旅游景点的宣传，盲

目地认为外地历史、风景优于贵州，其实惊

喜就在我们身边” 。

时任贵州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麻勇

斌评价，贵州是一片宝地，希望这次活动能

够帮助贵州人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

“我们一起行走·发现多彩贵州” 大型采

访活动得到了大量市民的赞扬。 重新认识贵

州，是这次活动的主旨。 2015年，此次活动系

列报道获得了贵州新闻奖，这也是我职业生

涯中获得的第一个奖项。

这一次的获奖给予了我很大鼓励，我希

望着能够用自己的笔记载、 助推家乡的发

展，让媒体力量得到彰显。

2015 年 7 月初的一天， 我正在报社值

班，忽然接到市民打来热线电话，反映自己

在办证时遇到难题，连跑了三天才证明“我

爹是我爹” 。 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条好线索，

赶紧展开采访，和市民核实相关信息，与相

关部门联系了解其背后的原因。

7 月 8 日， 这条 《连跑三天 她才证明

“我爹是我爹” 》在报纸上刊发，引起了许多

市民的关注， 在社会上获得较大影响。 2016

年，该条稿件获得贵州新闻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慧超

笔下的多彩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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