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2004年大学毕业到贵阳晚报工作，至

今已有 16年。

跑过社区，接过热线，参与过社会新闻

报道，后来又转战时政部，负责过城市建设、

经济、教育和医疗板块的新闻采写。 参与过

贵广高铁从规划到开通的一系列报道，以及

10年以上的高考报道和省市两会报道。

十多年的记者生涯，很多过往历历在目。

2009年初， 家电下乡政策正式在全国普

遍推广。 对此，我和单位车队师傅连续两天，

走访了开阳和修文部分乡镇，最终写出了《家

电下乡，酒香也怕巷子深》一稿。 稿件受到了

各方面的认可， 同时也鼓励自己在时政稿件

的采写上的思路，结合国家政策落地，写出走

进基层，走进群众，接地气的时政热点新闻。

2011年 11月 16日， 贵阳开始在四个社

区试点启动免费办理外来人口城市居住证。

这个“城市绿卡” 对于来贵阳打拼的外来人

口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办理居住证的消息

一出， 我们立即采访了时任贵州省社会科学

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 走访了三位

身份不同的“新贵阳人” ，他们从社会学、自

身需求、社会具体管理等多方面，从自我角度

讲述自己对新政策的看法， 多方位立体式的

解读“新贵阳人”身份认证。

很快，《城市绿卡———解读新贵阳人身

份认证》见报，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从社

会学专家到普通的新贵阳人以及参与社会

管理的管理者均有反馈，为新形势下的贵阳

城市管理也提出了更多的可行性方法。 这篇

报道也被评为 2011 年度赵超构新闻奖一等

奖，2011年度贵州新闻奖。

另外， 我还多次参与省市两会报道，写

出了不少贴近民生的稿件。 2013 年，我采访

当时的省政协委员王季石，采写了《政协委

员建议：高价特效药应纳入医保》的稿件。稿

件中，就王季石提出的应该将格列卫（电影

《我不是药神》 中的慢性白血病特效药原

型）纳入医保和新农合，减轻病人负担的提

案进行了深入报道。 随后引起有关部门重

视，先后将该药纳入新农合和省市医保的报

销范围，真正地惠及了民生。

今年，我有幸作为贵州省抗击新冠病毒

疫情的记录者之一，也见证了我们这座城市

各行各业的奋斗和不易。 2020 年，开年很艰

难，每个行业，甚至每个人都面临了巨大的

挑战，媒体这一行业更是，作为一个老晚报

人，我也和其他同事一起正在经历着媒体人

的转型和自我更新。

贵阳晚报成立 40 周年———“四十而不

惑” ，步入不惑之年的贵阳晚报，也陪伴了我

的整个青春。 如今，媒体发展进入了融媒体

时代，那个只摇笔杆子的文字记者也一去不

复返了，现在的我们要学习摄影、摄像，甚至

是剪辑视频，出镜直播……融媒体时代每一

个人都可以是记者，新闻的渠道和形式都在

改变。

我相信，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新闻的传

播形式如何改变，媒体人追求新闻，做时代

见证者的使命永不会变。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往事历历在目

从事新闻工作已经有 9 个年头，从第一次做

出好新闻至今，在我印象里，只有用双腿走出来

的报道，才会更吸引读者、感染读者。

还记得，2015 年是抗战胜利 70 年，贵阳晚报

策划“黔人抗战” 大型系列报道，这是我第一次

参与到这类的大型报道中。 当年，这组系列报道

以抗战时间为主线，各大战役中贵州人的事迹为

内容支撑，报道组分赴各地采访，到了后期才发

现缺少了重要的台儿庄大战和徐州会战。 成稿一

周后就要出版，时间紧迫，因此有人提议用史料

成稿，有人建议还是要去现场走一走，找到黔人

抗战的故事。

2015年 8月中旬，我和我的老师朱海头一天接

到任务，第二天就坐上了前往河南的高铁，后来连夜

坐硬座绿皮火车到徐州， 凌晨 5点下站包车出发前

往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 到达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时，纪念馆还差 1小时才开门迎客。

这次行程， 我们用了 4 天时间走访了台儿

庄、徐州、南京，才有了《黔军浴血奋战 保卫徐州

武汉》的报道。在报道里，贵州老兵给家人写遗书

死守滕县，黔军 140 师血战禹王山，贵州草鞋兵

固守南京紫金山与碉堡共存亡等故事的挖掘重

现，又给“黔人抗战”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

这次的大型报道得到了省市、 社会的高度评价，

获得了《贵州新闻奖》一等奖、《赵超构新闻奖》

特等奖。

“不到现场，写不出好新闻。 ” 从事新闻工作

时间越长，老新闻人的教诲在心底就越深刻。

从 2016 年起， 贵阳晚报又策划了为期三年

的“一带一路” 大型报道，作为一张地方报纸能

做这样的题材并不容易。

我有幸参与了这次大型报道活动，走出国门

才发现贵州 “基建狂魔” 参建了非洲第一条高

铁，贵州茶叶香飘亚欧非大陆，榕江西瓜种满了

老挝、缅甸，贵州的马桶盖畅销全球 130 多个国

家……贵州的好故事，全球都能听到。

2017 年，贵州盘州市岩博村党委书记余留芬

与习总书记在十九大上的交谈，让岩博村、余留

芬、人民小酒成为了媒体的聚焦点，网上新闻铺

天盖地。 当时，单位安排我采写报道，我坚持等到

了余留芬从北京回到村里才驱车前去实地采访。

她确实太忙了，我与她的交谈不过半小时，但哪

怕只能见上一面，我也想从她的一颦一笑、一举

一动里找到贵州基层干部的故事。 第二年评选，

这篇报道也获得了贵州新闻奖和赵超构新闻奖，

我很开心，再一次笃定了这个信念：只有脚踏实

地，才能讲好故事做好新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强

讲好贵州好故事

在晚报工作了 9 年， 有幸与晚报一

起迈入媒体融合的大潮。 转型这些年，

我们的媒体从一张只呈现文图的平面报

纸， 变成了一个图文声画并茂的立体平

台。 身在浪潮中的我们， 也从单一的文

字记录者， 变成了能写能拍能剪片的多

面手。 曾经的编辑， 只需每日面对有限

的文字，按时按点上下班；现在，尽管头

衔还是编辑， 竟然也有了走到台前做直

播的时刻。

犹记得两年前第一次接到主播任务

时的那种紧张。 尽管面对的是镜头，但一

想到镜头背后是上万个网友，紧张感就开

始指数级增长，那只不拿话筒的手，连自

然下垂都显得无比刻意。 不过，相较报纸

弱时效的特性， 新媒体实时反馈优势，让

我能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 这种不足，不

仅仅是面对镜头的紧张、不自信，还有表

达不够流畅，对观众的提问和互动缺乏趣

味性等等。 改正这些缺点，也不只是媒体

融合时代的需求，更是一个媒体人的立足

之本。 在参加了世界读书日、丰收节等直

播活动后， 我的信心渐渐培养了起来，那

些不足也得到了可见的改善。

对于从传统媒体走过来的人，那张 8

开报纸就是我们的舒适圈。 迈出这个舒

适圈，需要莫大的勇气。 最初也有过迷茫

和质疑，但在一步步的摸索中，我们看到

了单条稿件“20 万 +” 的阅读量，收获了

单场“400 万 +” 的直播观看量。 数据让

我们的脚步走得更加坚定， 也激励我们

在融合的潮流中继续扬帆， 用更优质的

内容，走得更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柴潇蕾

码字人的转型

有人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最好

的自己，这就是记者最大的成功。 ”踏入社会

便成为了一名新媒体记者， 这让我更快地去

看见生活的方方面面， 也让我明白了人生背

后的“不容易”大多不为人知。

在我还未入行之前， 心目中的记者是

奋笔疾书、口齿伶俐和光鲜亮丽的，真的成

为了一名记者以后，拿着手机，装上话筒，

一分钟冲上 6 楼拍摄第一现场成为常有的

事， 我理解到了这个职业鲜为人知的工作

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 我接触到了很多需要帮

助的人， 印象之中较为深刻的是一个贵阳女

孩的男朋友找到了我， 让我帮帮他患上白血

病的女友。 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男孩和女孩

之间的爱情故事让人感动， 两人是高中时期

的同学，男孩在高三毕业时向女孩表白，却因

异地等原因没能在一起。 直到女孩参加工作

以后不幸查出白血病， 男孩从朋友口中得知

以后毫不犹豫来到女孩身边说：“我要照顾

你！ ” 从此两人认定互相是携手一生的人。认

真写出他们的故事之后，多家媒体、社会各界

人士积极转发文章，都希望能帮助这个女孩，

最终筹到了她的手术费。

通过这件事让我体会到了人生的美好

所在， 也让我获得了作为一名记者的成就

感。 如今的我对自己所从事的媒体工作有了

更多敬意。 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还原真实的

现场，把第一手资讯送到读者面前，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或许这就是媒体人最“快乐”

的责任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冷兵

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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