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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成都本土的都市报纸，成都商报依然坚守在新闻第一线。我们
不曾缺席成都乃至全川、全国每一个重要事件。在国家重大决策部署、政
策方针宣传上，在重大公共性事件话题性事件上，在舆论监督上，在热点
追踪上，成都商报延续23年主流媒体的角色与担当。

刚刚落幕的第二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上，成都商报作品《缓工四天，待
鸟起飞》系列报道获得国际传播类三等奖。作为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
奖项，弥补了成都商报创刊以来在中国新闻奖上的空白，更实现了成都
传媒集团、成都报业乃至四川省市场类媒体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

今年3月份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成都
商报记者韩利获得了第一个提问的机会，这也是成都商报“提问哥”韩
利第二次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的新闻发布会上获得提问资格。不变的紫
领带和黑框眼镜，韩利打响了“提问哥”的名头。

今年8月份的九寨沟地震中，由专业摄影、航拍摄影、直播团队、文
字记者、编辑团队构成的成都商报地震特别报道小组奔赴前线，第一
时间传回视频、图片和文字，24小时滚动直播，地震后关于九寨沟景点
的第一个航拍视频出自于此团队。

突破重围，独家采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辗转多市，帮助台
湾九旬抗战老兵千里寻亲。成都商报记者用一贯的专业精神，延续商
报23年的主流媒体精神。

移动媒体时代，众声喧哗之下，我们仍然希望坚守好内容阵地，担
当起媒体使命，用优质内容回馈用户。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颜雪

前晚，一个50岁的父亲给我打了16分钟电话。他因为在一墙之隔的隔壁小区张贴告示为女征婚而成为我的采访对象。兴许是我的年龄与他
给出的条件太过切合，又或者他看我人长得不错？总之这位父亲对我个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瞬间，我俩的身份彼此换了个位。

说起来真是有点奇怪，成天跟不同陌生人打交道的人，在被他人问话时竟然会表现出不知所措。
是的，可能我们更喜欢站在新闻背后。就像在这座城市苏醒的每个清晨，藏在人们手中的报纸上，隐身在一块块的手机屏幕中。
当一则则新鲜有趣的报道在指尖划过时，你或许并不会在意这则新闻尾部的记者署名。而我们就是一群这样的人，一群更喜欢在人群中默默

看你议论着自己采写的报道的人，一群宁愿被你忽略姓名却希望你能记住这一篇篇或长或短的文字的人。
这是我们在这个城市的第23个年头。在一些人议论着报纸已到末路时，成都商报却依然会不断迎来一批批的追逐理想的新闻人。
我们坚守着内容生产的媒体使命，坚持主流价值取向，坚持贴近市民，为用户奉献更多更好的新闻；
我们以凤凰涅槃的勇气，从“一纸风行”时代向移动传媒时代演进，以“移动优先，立足纸媒，超越纸媒”为战略，坚持内容升级，坚持服务升级。
23年前我们在发刊词说“从此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说：“新的移动平台，我们仍然是朋友”。
这一年，专注重磅深度新闻的红星新闻一上线，便迅速凭借一系列独家原创报道引发广泛关注，被业内大批媒体研究机构称为“红星现象”；
这一年，我们还收获了中国新闻奖，《缓工四天，待鸟起飞》系列报道获国际传播类三等奖。这不仅弥补了我们创刊以来在中国新闻奖上的空

白，也实现了成都报业乃至四川市场类媒体在该奖项零的突破；
这一年，我们奔赴茂县泥石流现场，挺进九寨沟地震灾区，始终为你奉上第一手新闻；
这一年，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客户端继续跻身全国新媒体矩阵前列；
这一年，我们的儿童团、四川名医、谈资不断成长，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新媒体……
没有用户，何来媒体？没有媒体，何来记者？我们深知，与其说今天是我们的节日，不如说今天是你我炉火围坐的日子——没有你，我们谈什么

收获？
分享是一件愉快的事。昨天是立冬，在这样一个时节，我们愿与你一道，茶话过去，畅享未来！

“三生有幸”让我能参与金正男报道

金正男事件，自发生之日起，便成为全球媒体“真刀真枪”比
拼实力的竞技场。

这一将暗杀、毒品、特工、美女“网红”、恶作剧、权力争斗等众
多元素集于一身的年度特大犯罪悬疑案，毫无疑问吸引了全球的
高度关注。

作为一名从业7年多的国际记者，我能被派往马来西亚参与
现场报道，无疑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件幸事。

何其有幸，在2月14日情人节的这天晚上，接到任务的我能在
第一时间联系到马来西亚警方并获得官方回应；2月15日，首位接
警此案的警员能接受我们采访，而在11点多的深夜，路盲的我能

在异国他乡找到他遗体存放的医院。
何其有幸，16日我们又独家采访到大马情报总监披露监控视频，并向国内千千万万的网

友直播马来西亚医院的现场。
何其有幸，在人们关注“网红”女刺客的同时，从众多杂乱无章的线索中我能抽丝剥茧再

次拿到重磅——找到越南女刺客段氏香的多个社交网络账号，独家还原其社交生活。
新闻发生了，我们在现场。这是一句看似简单却笃定的承诺。
红星做到了。我们是除央视和新华社外，唯一一家抵达现场的中国媒体。红星还在坚

持原创，也因此拿到了众多全球重磅独家。而作为一名记者，我体会到了这份工作的荣耀
与责任所在。

▶ 2017年2月《金正男被暗杀》系列报道
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红星接连拿下数个全球重磅独家，包括独家专访首位接待金
正男报警的警员、独家采访大马情报总监披露监控视频、独家起底
越南女刺客段氏香等，在全球媒体的比拼大赛中独树一帜。

今年2月份，成都商报旗下红星新闻试运营。从马来警方拿到独
家消息，在金正男遇刺事件中脱颖而出、一举成名。

在传统媒体影响力式微的当下，一些媒体靠消减记者数量，压缩
成本度日。而成都商报旗下的红星新闻却反其道而行之，定位全国最
有深度与思想的新闻平台，主打深度和调查等新闻产品，坚持原创新
闻生产。

不改初心，红星闪闪。红星新闻开始运营当月，在腾讯企鹅号
TOP 文 章 排 行 榜 发 布“100 万 + ”最 具 影 响 力 文 章 排 行 榜
（02.10-02.16）、十大分类三甲文章排行榜（02.10-02.16）中，运营一
周的红星新闻累计阅读量近三千万。

放眼全国，借力纸媒，红星新闻闯出一片天地。红星新闻此后凭
借陈满卷入传销事件、洛阳女童辛怡受虐案、“穿山甲公子”事件、武
汉面馆杀人案等独家原创报道吸引了广泛关注。6月底轰动全国的
“杭州保姆纵火案”事件中，红星新闻前后发布三篇系列稿件，其中两
篇微信阅读量达10万+，微博浏览量均破千万。

红星新闻创下两周进入今日头条媒体榜新媒体五强、入选腾讯
芒种计划平均阅读量10万+的账号TOP10、单篇文章全平台阅读破千
万的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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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方动静配合“包抄”了纵火保姆

著名记者罗伯特卡帕的那句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
你离得不够近。”是激励记者永远站
在新闻第一现场的名言，然而在网
络拉近了一切距离的当下，到底什
么才算是新闻距离上的“近”？通过
这次采访，我们明白了，新闻定义上
的“近”，就是无限贴近事件全貌。

这次采访，两位记者拼速度、挖
深度，前后方“包抄”了纵火保姆。

A面：前方现场突击
接到杭州保姆纵火案的采访任务，是6月25日晚7点，当时我

正在骑车往住处赶的路上。“有个采访，马上去！”主任语速急快，
让我感到采访的重要性。我没来得及给自行车上锁，就上了一辆
出租直奔机场，次日凌晨一点，赶到了事发地蓝色钱江小区。小区
门口摆满了花圈，大门被保安层层包围，尝试几次都无法进入。随
后，我在医院、殡仪馆、小区几经辗转，终于发现一个可以进入小
区的秘密——好多手捧菊花的，专门有人出来迎接。

我混在这群人中间进了小区，见到了（死者）女主人的哥哥

朱先生。我以网上传保姆跟男主人有一腿的事向他求证，他没半
点犹豫：“怎么可能，我妹那么漂亮，他们感情（指妹和妹夫）很
好。”我补了一句：“你说你妹他们感情好，有什么可以证明。”“怎
么会没有？”他打开微信二维码，让我加他。然后，报道上男主人跟
女主人的那些聊天记录的截图，就是这样得来的。

B面：后方运筹千里
我在大后方挖这个保姆，先百度了此人，发现有两个法院判

决书上，都有这个保姆的名字。咦，还是个有前科的人？我产生了
兴趣。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网友发现了她有前科的事实。

我开始认真研究这两份判决书。研究过后，果然有发现：保
姆的名字与另外一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小麦。但当我查到
小麦开的家政公司后，发现当前法人代表已经易主，于是给现任
法人代表打电话，询问小麦的情况，结果被粗暴拒绝。

网上还有说法称，这个保姆是“富二代”，经常去澳门赌钱。但
这个保姆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有钱人，真的是“富二代”吗？我有一
个朋友在东莞工作，请她帮忙找当地人问问！果然，我朋友帮我找
到了一位与保姆同村的人。我从这位知情人口中得知，保姆家境
很一般，但保姆从小就嗜赌成性。保姆此前在她姨妈家当会计，挪
用过姨妈几百万公款，家里开厂的，不是她父亲，是她姨妈。

▶ 2017年6月《杭州纵火保姆》系列报道
红星新闻记者 付松 沈杏怡

红星新闻第一时间让纵火保姆首度通过红星新闻发出了悔恨
的声音。作品推出后，微信阅读量24小时内达10万＋，腾讯阅读量
24小时内超1300万，荣获凤凰一点号首期深度报道奖二等奖。

滞留印度54年 八旬老兵终回国

2月11日，滞留印度54年的老兵王琪回国。这位80岁的
老人在印遭遇坎坷，引发国内媒体持续关注。

几十年来，老人在异国他乡摸爬滚打、开枝散叶，但依
旧保持归乡夙愿。终于，1986年他和陕西老家的亲人取得
联系。之后，经过中印使馆及王琪家人的努力，王琪顺利
回国。2月11日这天，老人踏上故土，与亲人抱作一团，亦
喜亦悲。

很有幸，我见证了老人夙愿达成，也有幸记录了这段历史。
王琪回国的消息举国关注，几乎所有有点影响的媒体均

派人跟进。为了约到专访，在一天半时间里，我滴水未进，尝试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突破。第一天，酒店负责人看我焦灼了一天，又往楼上蹿，终于没能狠
心下来将我赶走。在二楼包间内，终于见到老人，嘘寒问暖一番，与老人距离拉近。本来说
好第二天早餐后专访，结果被老人的侄子拒绝。与酒店一负责人闲聊后，又被同行唤去，回
到房间已是凌晨三四点钟。眯了约一个钟头，又醒，仍在想该如何突破，毕竟老人回国后还
未接受媒体专访，而且滞印54年，他的身上有很多疑点待解，进一步采访十分必要。于是，
凌晨5点钟，我就开始在楼道中穿梭，寻找机会。一个小时后，终于突破。见到老人时，他正
用早餐。休息了一晚，老人精神矍铄，向红星新闻吐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遭遇。

2006年，在读高二，我向自己承诺，要做新闻。如今，一切如愿，不该好好珍惜吗？毕竟，
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多少有些奢侈与不易。

▶ 2017年2月《老兵王琪回国》系列报道
红星新闻记者 王春

2月11日，滞留印度54年的老兵王琪回国。在全国数百家
媒体的“围追堵截”中，只有红星新闻第一时间独家专访到王
琪，老人滞印54年间的很多细节得以首次披露。

他的“首问”显现商报的专业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我获得了“首问”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的机
会。但这并非是我第一次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提问傅莹，上一次是
2015年。

三年两“问”傅莹，很多人称我为“提问哥”。近年来，有很多新闻同行
问我获得“提问”机会的秘诀，我的回答都是“专业”。

自2004年毕业至今，我已经做了十三年记者，一路走来，“学习”是我
不变的习惯，“专业”是我不变的追求。三年两“问”傅莹可以说就是不断“学
习”和追求“专业”的结果。2014年，成都商报成为获邀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报道的4家地方都市报之一，我成为获邀记者。其实，我当时才刚接触
到人大立法和监督类的报道，还属于“门外汉”，怎么办？学习！从人大机构
的设置、职责及行使职责的方式等方面“恶补”功课，并从一些有影响力的
人大新闻报道中汲取“养分”，就这样，我开始“入门”了。3年来，成都商报记
者每两个月都要参加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报道，以专业的报道水准
和灵活的报道方式，让普通老百姓更好地了解全国人大的声音。

“专业”也一直是成都商报的特质。成都商报的专业报道不断获得全
国人大的认可和肯定，我已连续两年都获得“中国人大新闻奖”这一重量
级奖项。同样基于专业，我才得以三年两“问”傅莹，成都商报每次的提问
也都没有辜负众望，2015年问环保，2017年问民法，每一问都问在了老百
姓的心坎上。

▶ 2017年3月《全国两会成都商报获“首问”》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今年3月4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成都商
报获得“首问”机会。成都商报作为一家地方都市报获“首问”，不仅打破
了中央媒体的“首问”惯例，也开创了中西部媒体的先河。

他们的报道 斩获中国新闻奖

感谢这群孩子 让成都有了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

2016年4月，地铁7号线施工现场因为一窝正在孵化的鸟
蛋，缓工四天。从4月24日到4月30日，成都商报连续推出《缓工
四天，待鸟起飞》系列报道，从事件本身发酵，到一堂生命教育
课。以小见大，从一件发生在身边的小事来见证社会风气的变
化，正是这一报道的魅力所在。长期以来，大家都会有一种刻
板印象，这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都是被国外“垄断”，
比如一座城市为一个儿童扮演蝙蝠侠，一群游人在海滩拯救
搁浅的鲸鱼，其实，这些具有人文关怀和敬畏生命的故事，在
我们当今的社会也屡见不鲜。

保护一窝鸟蛋，呵护一颗童心，这件发生在成都的故事，
体现着这座城市的包容、善良、达观，而这也是认识这座城市
的一扇窗口。感谢这群孩子，让成都也有了浪漫主义色彩的
故事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能够见证这一进步、记录这些
细微转变，并通过持续深挖内容，延伸升华主题，正是职
业使命的一种体现。相信这些报道，能够传递出引领时代
风尚的价值观，足以打动更多的人，让更多人铭记这座城
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13年了，很幸运我还能被那些故事打动

从事社会新闻记者、编辑工作13年，我采访、编辑
过形形色色的社会新闻，也见过形形色色的采访对象
与纸面上的新闻人物，那些温暖的、悲伤的、唏嘘的，快
乐的、愤怒的、感动的、沮丧的故事，见过太多太多，也
因此很多时候，这些新闻很难打动我的个人情绪。但总
有一些人，总有一些故事，仍能让我激起最初的冲动，

《缓工四天，待鸟起飞》系列报道就是其一。
孩子们发倡议书希望地铁施工方停工，为幼儿园

门口尚未孵化的小鸟们腾出成长时间；地铁施工方，尽
管工期紧张，仍然答应了孩子们的要求，停工四天直到
小鸟孵化……孩子们的举动，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最原
初、最纯真的人性；施工方的举动，则让我们看到了保
护孩子们那份原初纯真的人性闪光。

这就是这个城市里发生的一件小事，却让我们感
受到因为生活压力可能早已麻木的内心和人性，仍然
可以那么美与善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
的一种可能。或许，这就是这个新闻仍能打动我的原
因。也很幸运，13年了，我还能被这样的新闻打动。

▶ 2016年4月《缓工四天，待鸟起飞》系列报道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成都商报责任编辑 邵洲波

《缓工四天，待鸟起飞》系列报道在获得2016年度成都新闻奖、四川新
闻奖之后，今年11月再度荣获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三等奖，实现了成都
传媒集团、成都报业乃至四川省市场类媒体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

他的镜头告诉世界九寨依旧美

选择做记者，也就选择了一种永远在路上的生活方式
加入成都商报之前，作为一个航空模型“老”运动员的我，从来没

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记者。我是随着航拍这一种新闻摄影形式的兴
起，而“跨界”迈入新闻行业的，在成都商报做摄影记者三年，我为自己
能有机会为新闻事业服务而感到幸运，但更多的是越来越为记者这个
职业对读者的重要性、对社会的责任感而受到感召。

在九寨沟报道地震时，景区大门、公路和游览道均受损严重，而且
进入景区十分危险，落石伴随着余震不时从山上滚落下来。所有的游
客和当地老百姓都在尽快往外撤，而我们却在义无反顾地“逆行”，要
进去，要走得更深。不是不怕危险，是因为我们知道，身后有很多人在
期待、依靠着我们的工作，要通过我们的镜头和笔，来了解灾害造成的
破坏情况。九寨沟景区内外道路和基础设施在地震中均受损严重，是
否有游客和居民还被困在景区内？“九寨归来不看水”的世界级美景有
没有被破坏？这些都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最终，我的工作满足了许多
人的期盼，这份满足感足以让那些辛苦、危险和劳累随风逝去。

不知道公众对于“记者节”的知晓程度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
这一天，包括我在内的绝大部分的记者与平时并没有两样，或行色匆
匆于途中，或奋笔疾书于案前。选择做记者，也就选择了一种永远在路
上的生活方式。

▶ 2017年8月《九寨沟“8·8”地震》系列报道
成都商报记者 张直

今年8月8日晚9时许，四川九寨沟突发7.0级地震，成都商报记
者张直和同事连夜赶往九寨沟灾区，第一时间告知所有关心九寨沟美
景的人——九寨沟依然美丽。

他的版面 见到编辑的“真心”

当记者一年，做新媒体一年，当报纸编辑两年。这四年，作为一个
媒体新人，算是在采编各个环节上都摸爬滚打了一番。得过一些奖，挨
过一些“板子”，体会也有一些。

对记者来说，无冕之王的架子，现在行不通了。经常听报社的老同
事感叹，以前“报社的”这块招牌多么管用，打出这块招牌，采访比如今
顺畅得多。现在，我们需要变俯视为平视，去深入生活这条大河，摸出
新鲜的鱼儿来。对编辑来说，必须在把关人的意识之外，具有用户意
识。这就要求编辑了解咱们的用户为什么订这份报纸，他们关心什么，
最能接受怎样的版面呈现效果。

当然，不管身处采编哪个环节，最重要的还是四个字：用心做事。每
写一篇稿，每编一个版，都是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切入另一种不
同的生活，带着你的一颗心。今年5月，我获得了入职成都商报以来的第
一个新闻奖。这个版面讲的是一个女孩被公交车碾压身亡，不明真相的

“吃瓜群众”众声喧哗，说事故是因为女孩“穿高跟鞋追公交”。我们调查
采访，发现这种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我做这个版的时候，就怀着对当
事人深深的同情，希望能为她和家人做些什么。怀着这种心情，你的思
路会变得无比顺畅，码上去的每一个字，设计的每一块内容，好像都有
了力量。“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陶行知先生的名言。我辈远
没有这么伟大，但至少前半句，是我们做得到也应该做的。

▶ 2017年4月《女孩站被公交车碾压身亡真相调查》
成都商报编辑 郑然

4月25日，一位女孩被公交车碾压身亡，事后有说法称，该女孩是
因为穿高跟鞋追公交出的事。成都商报调查还原真相，女孩出事时穿的
是一双平底鞋，还了死者一个清白，也给造谣者和传谣媒体一记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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