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王垚在战旗村，感受
新农村，探究乡村振兴的秘密

记者罗敏去年在双流机场迎接
回川探亲的台湾老兵胡定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首席记者 罗敏

作为记者，我的天职就
是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贴近实际，拥有敏锐的
新闻触角，无限接近事
实真相，对报道负责

真相和责任
我们一直在路上

多年记者生涯，我不是在新闻现场，就是在赶
往新闻现场的路上。

平时，我和同事们各忙各的选题和采访；而当
地震、泥石流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灾
难发生时，我们又是团队，又是“战友”，当人们都在
往外撤的时候，我们和救援人员一样，在往最危险
的核心灾区挺进。还记得雅安芦山地震时，我们白
天赶赴各受灾村镇采访，晚上就住在雅安一家老旧
的招待所。当时，余震不断，楼板晃动得特别厉害，
但我们要赶稿，要补充睡眠为第二天的采访任务积
蓄力量，根本没时间害怕。

我们不但负责报道，还对报道负责。
2014年3月18日，在福建漳州打工的泸州市合

江县孕妇段利容临产，丈夫赵廷远用摩托搭载其到
厦门海沧医院生产。途中发生车祸，夫妇俩当场身亡，
腹中胎儿被挤压飞出，幸运存活，得名“奇迹宝宝”。宝
宝刚一出生就成为孤儿，全国网友一周之内就捐款
136.77万元。很多时候，没有钱是问题，有了钱也是问
题。善款如何管理，才能有效用于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当时，成都商报发起了一场讨论，最终确定由厦门红
十字会和慈善总会共同保管这笔善款，按月给予孩子
生活费，其他费用据实报销。2017年，赵家两名监护人
产生矛盾，对事故赔偿款的保管权发生意见分歧。现
在，回头来看，当初我们对善款管理的讨论是负责
的，也避免了后来的善款之争。

2017年3月，一条来自台湾的寻亲信息被我们关
注到：97岁的泸州籍台湾老兵胡定远，想在有生之年
寻找四川的亲人。因为老人记得自己的家在泸州，因
此将寻亲信息定点推送至泸州。泸州当地台办、志愿
者和媒体记者，根据老人提供的信息一一查找，但都
没有找到线索。海峡对岸的老人和家属都很焦急，因
为胡定远老人已是肝癌晚期，没有时间可以等了。

获取这条新闻线索后，我的目标很明确：“不但要
报道九旬老兵寻亲的新闻，还要用脚步去田间地头丈
量，从茫茫人海中为老人找到亲人，了却他的夙愿。”

根据老人提供的极其有限且模糊的线索，我在
老人的故乡一路寻找白米洞、问路碾子山、探访太
慈寺、确认灯杆山，最终在泸州市合江县白米镇转
龙湾村“石坝上”找到他的亲人。10天后，迫不及待
的胡定远老人从台湾飞到成都，赶到泸州外甥家，
与失散七十七年的亲人们团聚。今年8月24日，胡定
远老人在台湾桃园一家医院停止了呼吸，平静地离
开人世。亲人们表示，因为生前找到了家人，所以老
人走得安详，没有留下遗憾。

从雅安芦山地震，到“奇迹宝宝”、寻亲的台湾老
兵……每一个新闻事件，每一次出发在路上，都让我
进步良多。作为一名记者，我的天职就是“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拥有敏锐的新闻触角，发现并
采写新闻，无限接近事实真相，对报道负责”。

故乡的“灯杆山”
新闻的“灯杆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责任编辑 邵洲波

永不磨灭的记忆，也
是一份永不磨灭的
“坚守”。家是老兵的
“灯杆山”，价值与责
任是新闻的“灯杆山”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又一年记者节来临，这也是我度过的第十五个记者

节。十五年，经历和见证了纸媒的黄金期，也迎来移动互
联网对媒体划时代的改变。“纸”作为新闻传播介质，越
来越受限于传播时间、范围和速度，被新的移动端介质
所超越和冲击，“满街都是APP，人人皆谈新媒体”。

不过，介质有新旧，新闻没有“新旧”。从纸到广播，
到电视，到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传播介质在变，但
新闻一直在那里，新闻的标准也一直在那里，它所承载
的温度、人性与价值，仍是普世的需求。从这个角度而
言，媒体作为新闻的传播主体，也是没有“新旧”的。

技术可以改变传播的速度和方式，却改变不了新
闻的本质，也改变不了媒体的属性——媒体，应是一
个严肃的词汇，也有着严肃的价值取向与专业标准。
所以，那些打着新技术的旗号，唯流量、唯眼球、唯金
钱，大肆抄袭海量传播无效与虚假信息，彻底抛却新
闻标准、伦理与价值的所谓“自媒体”或“新媒体”，并
非真正的媒体，更遑论它们在传播什么新闻。

而在它们的冲击下，一个真正的媒体对新闻的坚
守也就更为难得。也许有一天新闻纸会消亡，但新闻不
会消亡。而在这更迭的时代夹缝，一个真正媒体的“新
闻纸”及其“新闻端”，或许是坚持新闻的这种专业、严
肃与价值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门。有句流行
的话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这，让我想起那位耄耋之年仍不忘故土的97岁台湾
老兵胡定远。他的一生“走”了很远，但他一直记得故乡的
灯杆山，白米洞，记得四川泸州那个他一生出发的地方。

1940年，一次寻常的赶场，年轻的胡定远被抓了
壮丁，从军抗战，辗转赴台，结婚成家，独在异乡从弱
冠小伙到耄耋老人，离家七十七载，亲人无音讯，但他
一直记得故乡的灯杆山、白米洞、太慈寺、石坝上……
记得我要“回家”。而正是他的这份“记得”，让我们的
记者一步步帮他找到了他的故土、亲人和“家”。

他的故事，也是我从业以来编辑得最投入的新
闻之一，老人对家国跨越半世纪的念念不忘，是人性
之中最宝贵的东西之一，也是超越了时间的人性之
真。是的，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用一生去记得、去
寻找的，不就是我们人之为人最珍视的东西吗？在这
一刻，他的故事是那么的“大”。这，就是他的“新闻”的
价值，也是一个媒体要让他闪耀出的新闻光辉。

今年8月24日，在回川探亲一年后，胡老因病在台
湾去世，享年98岁。他的亲人说，老人走时，平静安详，
了无遗憾。可谓圆满。

回头再看看，人生百年，历史一瞬。离家之远，经
历之曲，无论时间如何流走，无论时代怎么变幻，无论
路途多么遥远，这一切，都没有磨灭他记得自己从哪
里出发。永不磨灭的记忆，也是一份永不磨灭的“坚
守”。此心安处，即是吾乡，家是老兵的“灯杆山”。此心
守住，便也无憾，价值与责任是新闻的“灯杆山”。

锐度、深度、温度
继续上路的答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首席记者 蒋麟

一边是安排好的行程和
父母，一边是“村支书为
儿办婚宴”的线索，去
哪边？最后，我告诉父
母，我要去新闻现场

感谢记者这个职业，使我们能发现高楼之下、繁
荣背后还有更多人需要关心；使我们能发现山乡村落
正在改变，还有更多人需要我们记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的力量，不仅在于真实真相、
真情真谛，还在于锐度、深度，温度。

4年前的国庆节，原本计划陪父母外出旅游，在放假
前一晚，报社转来一条热线：有人举报眉山市丹棱县张
场镇大木河村村支书陈远明，称其将在国庆节为儿子办
婚礼，摆百桌宴席大收礼金。我先打了两个电话，第一
个打给了村支书陈远明，我以他朋友的朋友的名义致
以祝贺并表示想来参加婚礼，但他拒绝了，称“太远
了，坐不下”。第二个电话打给了张场镇纪委，对方称，
陈远明确实申办过，只有30桌。随后，我把情况反馈给
爆料人，但他坚称肯定有上百桌，一定要我们去曝光。

一边是早已安排好的行程和等待已久的父母，一
边是“一个村支书为儿子办婚宴”的线索，去哪边？纠结
了好一会儿，最后，我告诉父母，我要去新闻现场。

国庆节首日，小雨纷飞，我改掉行程匆匆上路。8点
出发，下了高速上国道，进省道，改县道，拐盘山小道，
大概11点多赶到婚礼现场。刚到，鞭炮声就响起，一位
老人迎上来，见人就发烟，烟，是10元一包的云烟。军绿
色衬衫、灰色裤子，皮鞋上沾满泥土，他就是新郎的父
亲——陈远明。院坝里，已搭起简易的婚礼现场，27张
桌子都是向村民们借来的。我没有表明身份，把27桌上
的人挨着问了一遍，至少有17桌村民是不请自来，礼金
最高的是200元，其余的人，有送50元的，有送一只老母
鸡的，还有一位婆婆，送的礼金是50个土鸡蛋。

上百村民为何不请自来？丹棱县张场镇大木河村
位于总岗山上，有6个社，382户人家，1514人，典型的
山村。村民们告诉我，陈远明自十年前担任村支书，为
村子开荒、修路，后又带领大家发展经济和产业等，直
至身患白血病。我把情况告诉给爆料人，但爆料人不
相信，我请他到现场来看，了解清楚后，他哽咽着向老
支书道歉：原来，他是一家婚庆商，想承接陈远明家的
婚庆，报价3000元，但陈远明选择了一家报价1200元
的婚庆公司，他心有不甘，遂爆料报复。

采访完回家，天色尽黑，父母等待在家，听完这个
故事，父亲点了点头：这趟你该去。第二天报道见诸报
端，很多人都留言称自己被感动哭了。我想，如果没有
这趟实地采访，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网上诸如“村支书儿
子结婚大摆宴席”之类的话语。那天离开时，我也悄悄
送上了自己的礼金和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强调阅读价值，利用新闻专
业主义建立内容门槛，实现“在网络上看热闹，在商报
上看深度；在网络上看表象，在商报上看真相；在网络
上看现象，在商报上看背景”。从网络提供的海量信息
中打捞出稀缺的资讯、独立的判断和有价值的观点，对
其进行深加工，最终将新闻的本原和核心奉献给读者。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上路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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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访战旗村、三进两河村
我听村民算幸福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王垚

或许只有脚步从不停
歇思考从不停歇，才能
承担起记者的使命，在
传递信息的同时，传递
精神与价值

时代的进步，我们是见证者与记录者。作为记者，
要承担见证、记录、传播的重任，唯有一步一个脚印，永
远走在现场，永远走在人群，永远走在路上。

11·8中国记者节

又一年记者节来临，每年此时，当我回望自己的
记者之路时，总会由衷地感叹：这又是收获满满的一
年！收获，来自扎根基层，来自脚踏实地。于我而言，今
年的记者之路上，有处别样的风景格外难忘，那些风
景真实质朴却彰显着新时代的风采——那正是成都
乡村的风景。

今年春节前后，我曾三次前往郫都区战旗村，三
次进入蒲江县两河村。两个村子的振兴之路截然不
同，却有着同样欣欣向荣的当代新农村风貌。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都许
许多多的新农村，都在成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
中，展现出了新发展，新气象。

很幸运，作为一名时政要闻记者，我始终在路
上。当我一次次前往成都的乡村，每一次都对那些村
庄的繁荣发展有了更深的体会与感触。那正是对乡
村振兴的精神内核的探究。也正是在这一趟趟探究
的路途中，我得以一次次见证并书写成都乡村振兴

的多样实践。
这收获与经历，弥足珍贵。
今年春节，战旗村比往年热闹。仅春节七天假期，

小小的村庄就迎来近十万游客，洋房、街道，甚至超
市、公厕，都成为游客们参观的“景点”。

这其实折射出一种新的潮流，许多人都想看看，
振兴的乡村，究竟什么样？

我承担的其实也正是这个任务。三进战旗村，就是
希望将这个村庄美丽又现代的风采展示给世人，也希
望呈现成都乡村的进化史，探究乡村振兴的深层原因。

很奇妙的是，三次进村采访，我的感触次次不同，
每一次都有更深的体会。

初次是春节前。我第一次看到农村的洋房可以如
此精致、乡村的打造竟好过城市的小区、村民们的热
情礼貌如同亲朋。那一次，我由衷羡慕起乡村的生活。

第二次是春节放假期间。我被村里日均上万的游
客惊到。然而，村庄始终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后来我
得知，村庄早已形成现代有序的管理体系。制度上有
保障，村民更是人人有责人人守则。乡风文明，完全经
得起游人“爆仓”的考验。

第三次到战旗村，我走进了村民家中。村民冯忠
会一家富足，但仍在努力学习新技术；村支书高德敏，
在为了村口建筑一砖一瓦的搭配忙碌。还有几百户村
民，面对成群游客，承担起接待引导、维护环境、讲解
咨询等任务……

我想，一个现代化的乡村，一定伴随着村民收入
的提高、环境的美好、产业的升级。更加不容忽略的，

是村民整体素质、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及他们不断追
求发展、向往更美好生活的心。

三次探访，我采写了三篇稿件，以不同角度呈现
了乡村的振兴记和进化史。我想，或许只有脚步从不
停歇思考从不停歇，才能承担起记者的使命，在传递
信息的同时，传递精神与价值。

除了战旗村，我还十分熟悉另一个村庄——蒲江
县的两河村。初进两河村，只见青山绿水中掩映着一
排排别墅洋房，村庄风景如画，与山水相融。三次前
往，我在采访中结识了许多两河村的朋友。他们都是
农民，更准确地说，是“新型职业农民”。他们用新技术
引领种植发展，用新技术开拓市场，还创立了“两河
口”的品牌，让村里的柑橘甚至销售到了国外……

这与我印象中的乡村，真是不一样！
或者说，亲身走过，亲眼见过，亲自体会，我才真正

深切地了解新农村、新农民是什么样的。当我采写的《村
里来了一群“新型职业农民”——蒲江县两河村乡村振
兴故事》刊发，不仅引发网友点赞，两河村的朋友也告诉
我：“每天都有人来村里参观，看新农村的发展”。

这一刻，我的成就感难以言表。
我很庆幸自己一直在基层，一直在路上。这些走

过的步伐书写成文字，呈现出的才是一个真实的、震
撼的、振兴中的乡村。

时代的进步，我们是见证者与记录者。而我始终
坚信，作为记者，要承担见证、记录、传播的重任，唯有
一步一个脚印，永远走在现场，永远走在人群，永远走
在路上。

记者蒋麟在甘孜白玉县抢险救灾
物资发放点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