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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又到一年记者节。这是我的第八个
记者节，也是我作为时政记者的第三年。三年来，我
三度参与全国两会报道。我很荣幸，以记者的身份，
见证、
记录时代发展与腾飞。
作为时政记者，每年我几乎要参与所有重大政
治事件新闻报道，包括十九大、全国两会、省市两
会、经济工作会等。在采访中，我时刻谨记时代使
命，保持人民情怀，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唱响奋进凯歌，凝聚民族力量，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四川视察，对着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要求。
今年 3 月，我作为全国两会记者，赴北京采访。

我与同事一起，提前准备好代表、委员们的名单，抵
达北京后，就开始做功课。在名单里，我注意到几个
院士：农业部原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科
学院院士李家洋；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工程院院士
赵宪庚；歼 20 飞机总设计师、
科学院院士杨伟。
三位院士的研究领域，
分别是乡村振兴、
高端制
造业和军民融合，
不正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方向吗？
代表报到当天，我除了完成“问建议”、
“ 采基
层”等普通工作，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拿出笔记本，
把院士们的研究领域记录下来，并组织好采访提
纲。做好功课，才能提出有质量的问题，写出有质量
的报道。
巧合的是，第一次全团会议，我就在电梯间偶
遇了赵宪庚院士，当时他正在跟另一位代表聊军民
融合的趋势。我“悄悄”听了一会，趁着间隙，抛出了
我的问题，
包括四川军民融合现状，
未来趋势等等。
赵宪庚接受了我的专访，解读了他眼里的军民
融合产业，并为四川、成都军民融合提出建议，包括
如何激活军民融合体制机制等问题。
杨伟院士也聊到了军民融合话题，他解读了如
何搭建平台、加强沟通，组织开展好若干示范工程，
来推进军民融合。
两位院士的专业解读，如同两堂专业课程，既
让我深度了解了我国军民融合的发展，更让我感

受到时代的进程——原本服务军工的技术，渐渐
走进“寻常百姓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李家洋院士的采访，则给了我另一种感触——
随着科技发展，日益腾飞的不仅有“大国重器”
“中
国造”，还有源远流长的第一产业，也逐步与新技术
结合，
焕发出新的气象。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将带来什么？李家洋解读了现代农业
的样子，科技和人才尤为关键，农业科学家们正带
领粮食从高产走向优质。比如未来农作物可以“量
身定制”，彩色米、富含特定营养元素的“功能稻米”
将走出实验室，摆上百姓餐桌，满足人们对食物颜
色、形状、品质、营养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提高生
活与健康水平。这是科技的进步，也是时代的步伐。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代表、委员、专家一起，提出
建议，展开协商，才有了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品质
不断提升。
时代在腾飞，我们是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
欣逢盛世，肩负重任。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时政记者，
我时刻提醒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永远走在路上，肩
负时代担当，展现职业态度，写出更多有思想、有温
度、
有品质的新闻报道。

寻找平凡生活中
细微动人的瞬间

十年前，
十年后
镜头里的北川

老兵王琪采访记
历史的见证与记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叶燕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时
政记者，我时刻提醒自
己，肩负时代担当，展
现职业态度，写出更多
有思想、有温度、有品
质的新闻报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颜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摄影记者 王效

身在城市新闻部，我更多时候是在跟这座城市
中的草根小人物打交道，为这座城市中的喜怒伤
悲、人情冷暖行走在路上，以手中笔、纸间字，为线
索忙碌，
为事实正名。
记者这个行当，无时无刻不在跟每一个人的生
活打交道。我们牵挂着每一个城市中的个体，寻找
着每一个有温度的故事。
我每一天走过的路，是成都的大街小巷。和我
打交道的不是政界精英、商界名流，而是这座城市
中每一个为生活奔走努力的上班族，是平凡生活中
每一个伟大而渺小的小人物，是平凡生活中每一个
细微而动人的瞬间。
去年 4 月底，气温渐渐攀升，在成都成仁公交
站附近，一位环卫工人到附近一家奶茶店购买最便
宜的饮品解渴，环卫工几经犹豫后点了一杯 6 元钱
的中杯冰柠茶，最终店员制作了大杯的冰柠茶给
他，
表示正在打 5 折只需 4 元钱。
事实上，奶茶店并没有 5 折折扣，店员只是觉
得这种方式比直接免单更容易让环卫工接受。这件
平凡小事被一旁的顾客洞悉，将这一温暖瞬间发到
网上，
引发很多人的共鸣。
这件小事经成都商报报道后，人民网、人民日
报、中国日报、环球时报均予以转载，最终这篇报道
《环卫工买最便宜冰饮 店员谎称 5 折售出》获得
2017 年度（第 35 届）成都新闻奖二等奖。
当今社会自媒体发达，信息浩瀚纷杂，记者的
作用似乎越来越小。更多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互
联网第一时间获取。网上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内
幕”、花絮和讨论，但永远有一群人，在从中辨真伪、
鉴事实、
明是非。
新闻没有边界和止境，记者永远行走在路上，
以手中笔、
纸间字，
为线索忙碌，
为事实正名。
现代社会中，自媒体的力量不可或缺，每个人
都是独立个体，有权利为自己为周围每一个人发
声。同样的，记者所代表的媒体力量也不可或缺，在
纷杂信息中，在真假乱象中，记者依靠专业能力去
报道真实，
监督乱象，
传达正气。
这样的担当来自于每一个行走在路上的记者，
这样的共鸣来自于每一个还在媒体岗位的工作者。
我所在的城市新闻部是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一
线采访的主力部门，线索繁多、任务繁重。这些年，
我接触了无数个小人物：靠拉花式拉面在网上走红
的黄龙溪拉面小哥田波；花 2.9 万在巴厘岛拍摄婚
纱照，却发现照片上有牛和乱草的新婚夫妇；开书
店发现盗版书，联系顾客召回的大学生店主；靠着
开网约车寻女 24 年的司机王明清；接单后发现路
边孕妇大出血，
“弃单”闯红灯的滴滴司机……新闻
的突发性，决定了大部分时间记者都只能在路上，
也必须在路上。一切都是从“新”出发，不管老将还
是新兵。
在每一个重大突发事件中，在每一个时事要闻
事件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从来都不是缺席者。
而我作为其中一员，
正从脚下这条路出发。

对于灾难亲历者、救援
人员来说，十年弹指一
挥间，有刻骨铭心的悲
恸和感动，也有不屈不
挠的抗争与奋斗。而我，
负责记录
十年前的 5 月 12 日，
山崩地裂，
一场 8 级特大地
震突然发生，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灾区参与报道。
今年，在纪念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我再次走访了
当年的重灾区。一路上，一座座新城新村映入眼
帘，民居白墙青瓦，校园书声琅琅，生态旅游、精品
民宿纷纷兴起，当地特产甚至还通过互联网销往
全国乃至全世界。
今年清明节的一场春雨后，寒意料峭。流云拂
过北川老县城，不时洒落雨滴。清明假期第一天，
从上午 9 时开始，前来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的人络
绎不绝，其中既有罹难者的亲人，也有外地的游
客。人们手持菊花，在地震公墓前深深鞠上一躬，
缅怀在地震中罹难的同胞。
沿着地震公墓左侧的台阶往上，是北川中学
地震遗址。杨民鑫在祭台前点燃两支蜡烛，烧完祭
品，静静仰望着巨石上的国旗和篮球架。5·12 汶川
大地震发生时，
他的伯父和伯母不幸遇难。
杨民鑫的伯父杨顺林曾是北川中学教务处副
主任，负责北川中学新区的管理。地震发生时，他
从一楼办公室冲出来，大声呼喊指挥楼上的师生
撤离。这时，教学楼后面的山体突然崩塌，杨顺林
和楼上师生被岩石淹没。他的爱人此时还在教室
里上课，
也被掩埋……
地震发生时，上高二的杨民鑫正在任家坪北
川中学教室里，突然发生的地震将他压在了废墟
下。直到两小时后，他才爬出了废墟。
“我和伯父伯
母的感情特别好，从小学到高中都和他们住在一
起。”杨民鑫指着对面一栋倾斜的房子说，
“我和伯
父以前就住在那栋房子的四楼。”地震后，父亲每
逢清明、春节都会带着他前来悼念。2016 年，父亲
去世后，
他便独自前来祭奠伯父伯母。
一群参观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的游客围在讲
解员四周，聚精会神地听着解说，听到感人之处，
有游客不时擦拭眼角的泪水。
今年是左田田在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当讲解
员的第七个年头。此前，她听说了很多关于北川的
故事，所以 2011 年实习期就选择到北川当讲解员，
这一待就是七年。她说：
“ 在这里当讲解员很有意
义，我们把这里的故事告诉给外面的人。我们认真
讲，
游客也认真听，
很有成就感。”
今年 5 月 12 日，我再次来到北川老县城。在北
川地震遗址，我遇到前来祭奠罹难亲人的李丽一
家，
她在地震中失去了父亲。
李丽以前的家，
在北川
县垮塌最厉害的那个区域，地震造成整片山体推
移，
区域内的建筑被摧毁。
地震发生后，
我曾到那里
采访拍摄，
杂草和灌木生长在废墟上，
没有道路，
就
像进入了密林。然而，李丽仍迅速准确地找到了以
前家的位置。
每逢清明、
春节和周年，
李丽一家都会
回来，
选择离罹难亲人最近的
“家”
来悼念。
对于灾难的亲历者、救援人员，以及灾后重建
的人们来说，十年弹指一挥间，有刻骨铭心的悲恸
和感动，
也有不屈不挠的抗争与奋斗。
而我，
负责记录。

每次，稍有不顺，我会
安慰自己：记者是历
史的见证者与记录
者，甚至推动者。这是
一种荣光，也是一种
责任

记者，
只有在现场，
才能捕捉更多细节。
一人，
一背包，
奔波数城，
行色匆匆。
自去年 2 月
进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至今，我至少已出差百余
次。
而第一次出差，
就专访了滞印老兵王琪。
还记得，
在采访之前的那个长夜，
兴奋与忐忑并存，
殊为难忘。
2017 年 2 月，滞印 54 年，老兵王琪归国，广受关
注。我随即被派往西安采访，这是我第一次出差，激
动之余也有些忐忑。2 月 11 日，王琪抵达北京。在北
京短暂停留后，径直登机飞往咸阳。当时，得知老人
的航班之后，多名记者购票同行。而在咸阳这边，记
者也云集，王琪即将入住的酒店里除了家属，就是
记者，至少四五十人。王琪的大哥已 84 岁，记者们
一番采访后，本来淡定的老人抹起了眼泪。家人见
状支开记者，将老人搀扶上车，准备去机场。为了第
一时间到达新闻现场，见到老兵王琪，经过一番波
折，
我也与他们同行前往机场。
航班一拖再拖，直到下午 5 点后才抵达。这时，
接机通道已被挤得水泄不通。稍有消息，人群里便
是一阵躁动。我打开直播软件，有些慌乱。王琪出现
在通道里，我站在靠前位置，但人群犹如波涛，一波
接一波地涌。不久，王琪一家便被护送着上了大巴。
我追赶出去，只看到了他的背影。在这个新闻的关
键性历史时刻，作为记者，我该记录点什么？焦虑，
如热锅上的蚂蚁爬满了我的头。
王琪到达入住的酒店后，
一边，
上百名记者守在
各处；
另一边，
家属不愿多说。
更重要的是，
王琪入住
的酒店 6 楼是封闭的，
刷卡才能进入。
我曾尝试和酒
店服务员一起上去，
但未果。
怎么才能抵达真正的现
场？
怎么才能见到新闻当事人？
当天，
从早至晚，
我焦
虑得滴米未进。
晚上八九点时，
酒店一女经理见我一
天没吃饭，好心地走近我，小声说，
“跟着我，我知道
老兵在哪儿。
”
我一阵激动，
跟她上了二楼。
果然，王琪一大家人正在吃饭。这时，已是晚上
十点多，其他媒体记者基本已散去。我轻轻走进包
间，告诉家属们，
“只是在旁边听听。不打扰你们”。
幸运的是，他们应允了。饭后，王琪一家准备上楼休
息。我拉着王琪老爷子的胳膊，让家属给我们拍了
一张合影。同时，请求他明早和我聊一下，没想到，
老人一口答应了。
那一夜，我彻夜难眠。凌晨五点半，无法入眠的
我起床，去酒店的楼道逛了一圈。保洁员说，早餐时
间在早上六点半。我想，这是唯一的机会了吧。于
是，我带着酒店一位老总给我的卡，调整呼吸，刷卡
上了 6 楼。这时，快到饭点了，偌大的餐桌上摆满了
食物。这时，王琪就在一旁。我说，我和您约好了专
访的，并把我们的合影给他看。老人精神极好，随后
接受了我的采访——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接受媒
体专访。而我也完成了滞印老兵王琪回国的历史时
刻的现场记录。
有报界前辈曾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今日之
新闻，即为明日之历史。每次，稍有不顺，我会安慰
自己：记者是历史的见证者与记录者，甚至推动者。
这是一种荣光，
也是一种责任。

制图 黄敏

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
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每天走过成都的大街小
巷,我更多时候是在跟
这座城市中的草根小人
物打交道，为这座城市
中的喜怒伤悲、人情冷
暖行走在路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王春

记者叶燕在今年全国两会现场

记者王效镜头下的北川地震遗址

记者王春与从印度回国老兵王琪合影

时代在腾飞，记者是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
新闻没有边界和止境，我们永远行走在路上，以手
中笔、纸间字，为事实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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