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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守初心守初心 担使命担使命 强四力强四力
我最刻骨铭心的那次采访2019.11.8

第二十个
中国记者节

每一年,我都是一名“考生”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高考，一年一度，事关河南近百万
考生的未来，涉及千万家庭。连续 13
年奔跑在教育新闻报道一线，以手中
的笔，记录教育发展的年轮，每一年，
我都是“考生”。

难忘 2010年高考。河南 95万余
名考生迎来高校招生大变革：填报志
愿，开启知分、知线、知位的“三知”全
新模式；大学录取，本科一批首次试水
完全“平行志愿”投档。面对一项项的
新政，一条条的新规，不仅家长和考生
无所适从，连老师也有些蒙圈。为了
把冷冰冰的文件翻译成既精准又“接
地气”的实用信息，我与同事多方奔走
寻找探访资深专家咨询请教，连线先
行先试的外省教育部门沟通交流，经
过不懈的探索研判，终于采写出一系
列“有用”的新闻稿件。

难忘 2010 年高考。在全省高招
咨询大会上，许多家长和考生人手一
份《郑州晚报》，宝贝一样护在手里，他
们说，跟着文章讲的思路选学校挑专
业，再按照里面介绍的方法一步步查
资料、做计算，孩子报志愿这件当下全
家最重要的“大难事”，变得简单了许

多。身为记者，那一刻，夜以继日的辛
苦努力瞬间化作甜美的果实，我和同
事相视一笑，白纸黑字背后的所有付
出都变得无比值得。

难忘2010年高考。是它，带我走
出了自己记者生涯的第一个困局。在
那之前，我心目中的记者形象很单一，
他们是针砭时弊、仗义执言的侠客，是
撕破黑暗、揭露丑恶的勇士。面对波
澜不惊的教育线口，我有些失落，找不
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在那之后，我顿
悟，所谓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
育记者也一样，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
滔不绝，只有熟知大政方针，了解政策
内容及其背景，才能做到融会贯通，成
为一名合格的记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纪年法，不是
生日到了，又长一岁，也不是春节到
了，又迎来一年。它可能是某个特别
的人，每每出现便会惊醒你；它可能是
某件重要的事，每每发生便会激勉
你。我的纪年法，是高考。做记者第
十三个年头，走过十三次高考报道，当
它抵达，当我历经，永远万众瞩目的
它，总能让我收获更好的自己。

“悬崖村”的惊险经历
郑报全媒体记者 石闯

11 月 8 日是中国第二十个记者
节。从黄河到海河，从嵩山到天山，从
橘子洲到白洋淀，时间总是在指缝间
不经意流走，13年的新闻生涯，似乎
就在转瞬之间。在一条又一条路上，
我感动过、遗憾过、哭过、笑过……也
许在路上，才是最美的姿态。

要说最刻骨铭心的一次采访，那
当然是在“悬崖村”了。那是 2016年
的初冬，从郑州至成都，从西昌至昭
觉，1800公里的路程，在高铁、大巴、出
租车、面包车等轮流转换中，在两天后
的下午 4点多，抵达了目的地——昭
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的山脚下。

这是我第一次去大西南，但心底
并没多兴奋，反而产生了莫名的压
力。陡峭的崖壁，老旧的藤梯……当
我背着 20斤重的背包气喘吁吁地跨
过了第一座山后，我惊呆了。一边是
羊肠小道，一边是万丈悬崖，其地形之
险要、环境之严峻，远远超过了我的预
料，心顿时揪了起来。

此时，天色渐黑，巍峨的高山里静
悄悄的，甚至有些可怕。好不容易爬过
了一座山顶，可是连村庄的影子都看不
到，还得往上爬。然而，抬头望去，又是
一段段令人望而生畏的“天梯”。

那一刻，充电宝的电量耗尽了，手
机自动关机，联系不上任何人。我没
带手电筒、防护绳，而山路显露了它狰
狞的面目。想到这条路上曾有七八人
丧命，我是进退两难。

“你必须得扛住，要不真挂了。”我
不断给自己打气，凭借着路两边的塑
料瓶、纸屑等继续攀登。万幸的是，在
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我终于看到
了村庄的影子，听到了牛叫声。那一
刻，如释重负，我的眼眶湿润了。

我大声呼喊起来，一位年轻的村
民听到后，拿着手电筒跑过来，一把
接 过 我 的 背 包 领 我 向 他 的 家 里 走
去。这是一个破旧的农家院，除了一
台老旧电视机外，看不到其他像样的
家电。

不过，对我来说，这已经够好了。
热情的彝族兄弟抱来一堆木柴，在屋
里燃起一堆篝火并烤熟了一只鸡，让
我很过意不去，心里热乎乎的。

当晚，躺在床上仍心有余悸。我
竟然在悬崖峭壁上攀爬了四五公里、
17段“天梯”，又想起更难的下山路，
竟然翻来覆去一夜未眠。

那些天，我经常会梦到自己一不
小心从悬崖上踩空的场景。

采访中，那些温暖的时刻
郑报全媒体记者 侯爱敏

倏忽一年，记者节又至。
感谢这个节日，给予机会驻足

回首。匆匆一年，那些留在心中的
美好瞬间、感动时刻，那些有故事的
人，重新被拉回到眼前。

6月中旬，“四条丝路从郑州出
发”郑报全媒体大型实地探访活动
中，有幸随“海上丝绸之路”采访团
来到海丝文明发源地——泉州，在
这里遇到一群来此打拼的河南人。

他们各有迥异经历的自画像，
更有着白手起家、努力打拼的群体
像。福建河南商会会长张富瑛总是
乐呵呵的，有女性的温暖亲切，举手
投足中则透出坚毅果决；在南安经
营水暖阀门的固始商会会长汪流
学，言谈举止，既有成就事业者的豪
迈，也不乏浸透人情世故的老道；那
个刚过而立之年的程伟，超脱他所
在的群体，以理性头脑、高远眼界，
描画着可以预见的灿烂未来；在生

意和社会工作中辛苦兼顾的沈光
英，经历了人间至痛，却硬是把自己
活成了光和热……

在“智汇郑州”典型人才的采访
中，遇到了郑州威科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裁贾小波。在商
界游走半生、年过60的他，当下最执
着的是有关教育提升的“灵魂工
程”，并在积极准备二次创业，为创
业减肥 30斤的他，描述着心中的蓝
图，激情四溢俨然少年……

他们身上都有着相同的特质：锲
而不舍、向上拼搏的精神，不向命运
低头的韧性，脚踏实地、从零起步的
勇气和激情。他们的精神是滋养是
激励，更是纷扰中勇往直前的力量。

还有那些采访中给予支持的见
过面、未谋面的人，他们的细致专
业、认真周到，留下一个又一个温暖
瞬间，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
美好。

那一天，点赞声声“亚克西”
郑报全媒体记者 党贺喜

今年 4月 16日至 24日，我和报
社另外两位同事奉命奔赴新疆哈密
市，前去采访郑州援疆工作队。

河南对口援疆负责哈密市。此
次采访的对象是第九期郑州援疆工
作队。他们，是郑州派遣哈密的友好
使者；他们，是一群“追赶太阳的人”，
一路向西，一往无前；他们，砥砺奋
进，三年交出出彩答卷，为郑州增光
添彩。

一周的采访时间里，我们天天有
惊喜，时时被感动。采访的要义远远
超出采访本身，而是一次锻炼，一次
历练，一次修炼！

时过半年，我还清晰记得4月 22
日。这天，援疆干部拉开第十二次民
族团结一家亲“结亲周”序幕。“结亲
周”，就是要求上至队长马宏伟，下至
20多名队员，在各自的结亲对象家
中入住一周，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
习，真真正正地“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

郑州援疆工作队说要入住的结

亲对象位于哈密市区以西40公里开
外的快乐客小区。快乐客小区是河
南援疆工作队为远在天山脚下的哈
萨克村集体搬迁安置的小区，村民全
是哈萨克民族。

一到小区，工作队员葛瑞就直奔
他的结亲户家中，身高马大的葛瑞一
下子抱住两个小家伙，三人熟不拘
礼，情同父子。

从村口到小区广场还有一段的
路程，正巧，两位哈萨克大嫂开着突
突突响的“奔马”路过。尽管双方语
言不通，但确认过眼神之后，大嫂仿
佛看出我们的心思一样，热情地招
呼着坐上“奔马”，那种极为拉风的
感觉不仅仅是爽，更是民族一家亲
的幸福。

晚上吃饭时，我现场向维吾尔族
朋友请教维吾尔族日常用语，然后按
照读音，在手机上标上汉字，等到用
着时，再偷偷瞄一眼手机，现学现
卖。仰仗这“雕虫小技”，饭桌上“亚
克西”的点赞声不绝于耳，其乐融融。

地震灾区，青草又冒出新芽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战龙

做记者很多年，最难忘的是芦山
地震灾区的采访。

地处成都平原西部，芦山风光旖
旎历史厚重，秀峰林立，美景天成。

然而，安逸平静的生活在 2013
年 4月 20日戛然而止，一场突如其来
的地震，让秀美的芦山黯然失色。

地震发生第二天，我们进入了芦
山县城。街道两旁，到处是临时搭建
的“帐篷”——几根固定在路边花坛
上的木头上，加盖了一层破旧的席
子，或者可以一眼望穿的旧雨布。

“帐篷”里，一张木板或大门直接
扔在地上，就是一家甚至几家男女老
少暂居的“床”。

遇见胡香兰时，她正在拨拉着简
易火炉，浓烟呼地一下蹿起来，呛得
她不住咳嗽，临时居所的门头上歪歪
扭扭地挂着——“开水免费”。

胡 香 兰 家 的 二 层 小 楼 修 建 于
2007年，仅从外观看来，损毁并不严
重，进屋后才发现，四周墙体裂缝错
位严重。

“看着街上这个部队救援过去
了，那个志愿者过来了，我也没啥能做
的。”胡香兰搬了几箱矿泉水，架起火
炉，让儿子写了一张牌子“开水免费”。

“来，喝口水吧！”一有人经过，胡
香兰就直起身子，笑着招呼。

在街道的另一端，任星易长得虎
头虎脑，一笑，脸上露出一对小酒窝。

我开玩笑问：“你是女孩？”
“我是男子汉，我都 10岁了！”他

收起笑容，表情严肃。
“长大了想干啥？”
“想当兵！地震了就可以救人！”
而他 17 岁的姐姐，一早就买了

300多块钱的感冒药、纱布、止血药，
和几个同龄朋友骑着自行车跑去三
十多里外的乡镇参加救援。

“我不让去，她说乡里受灾比这
严重！”母亲嗔怪着，满目担忧。

返回雅安时，我们坐上了王泽强
的车，他的车属于“招手即停”，满员后
即刻发车，疾驰向雅安，安全送到后，
有人拿出一百块塞给王泽强，他急了，
近乎生气地强调：“免费，免费，免费！”

地震发生后，他开着私家车奔波
在崎岖的山路上，免费接送伤员和志
愿者，一天只睡三个多小时。

途中，路过王泽强家，媳妇拦住
车，呵斥他：“一天到晚不见人，跑哪
了？”他笑了笑，没还嘴，加起油门，又
跑了，只听见媳妇在后面喊：“记得一
会儿回来吃饭”……

回望芦山，县城入口一面断裂的
墙体上，“加油！”两个大字，是那么
醒目。

航展现场过假期
郑报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

201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1 日，
2017郑州航展在上街区举行。这是
我第一次全程参与郑州航展报道，
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忘的采访经历。

航展开幕当天，我早早来到活动
现场，核对流程安排和参加开幕式的
领导名单，以便做好有关报道。由于
航展期间活动较多，我和同事们按照
分工分别进行采访。航展是一个相
对专业的展览，特技飞行表演是郑州
航展的亮点之一。为了将特技飞行
写得生动一些，我提前查阅资料，了
解特技飞行都有哪些动作，力争不光
看“热闹”，还要写出“门道”。航展上
的论坛也不少，还相对专业。对于自
己负责报道的论坛，我也会提前熟悉
材料，力求报道生动准确。

由于现场车辆管理严格，每天

完成在现场采访后，媒体记者要统
一乘车回酒店。所以等人齐了再
回，写稿时间就很紧。每天晚上传
完稿子都在11点左右。

尤其是 2017航展最后三天，刚
好是五一假期，不少朋友都出去玩
了，我的假期是在航展现场度过的。

5天的郑州航展，来自英国、法
国、美国、俄罗斯、南非、澳大利亚、
意大利、西班牙、立陶宛、罗马尼亚
等 10个国家的 14支顶尖特技飞行
表演队，为观众带来精彩的特技飞
行表演；158 架飞机参加了静态展
示；近 30万观众现场共享这场通航
盛宴。那个五一节是个名副其实的

“劳动节”，我为家乡能举办高水准
的航展，也为自己能见证、记录郑州
航展感到自豪。

汉语为桥，我被他们感动着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勤

枕黄河入梦，依嵩岳凭高。恰同
学少年，风华正茂。在 2019 年 10 月
18日至 11月 2日期间，参加第十二届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
的 120多位外国中学生来到郑州，我
和同事们随行采访并进行系列报道。

有“汉语奥林匹克”之美誉的“汉
语桥”系列中文比赛是首次落户郑州，
本届赛事是历年来参赛国家最多的一
届。郑州报业集团成立报道组，对本
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进行
全程报道。

在近半个月的比赛过程中，因为
要全程采访，起得早、回得晚成为常
态。在比赛过程中，我们要仔细记录
比赛过程，细心观察选手的精彩表现，
因为我们想把外国中学生对汉语、对
中国的喜爱之情完整而生动地付诸笔

端、见诸报端。在游学时，可以随时看
到，我们的摄影记者总是跑在最前面，
要抓拍最精彩、最美丽的笑脸。我们的
文字记者是跟这些孩子们最近的人，因
为我们要倾听到他们的心里话，展现他
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喜爱。

在采访时，我感动的是看到中国文
化深受这些外国孩子的喜欢。他们中，
年龄小的 13 岁，年龄大的也不到 20
岁。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让他们
能够静下心去学习。更让我感动的是，
这些外国中学生和郑州47中、郑州11
中的中学生们在一起交流。“汉语”让他
们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友谊也
正在此间悄然升华。中国文化的魅力，
通过“汉语”这座桥联通了世界。

因为喜爱，所以热爱！文化，是中
国的，也是世界的！

我们一直在奔跑，牢记肩头的责任
今天是第二十个中国记者节。
今天，我们把版面留给自己。
这是个不休息的节日，这一天，我们的记者依然

在路上。以梦为马，不忘初心，风雨兼程……
只要有新闻，我们就会出发！
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骄傲！

↑张竞昳（左一）在采访参加汉语桥的外国中学生 党贺喜党贺喜（（后排右一后排右一））在新疆哈密在新疆哈密

↑王战龙在芦山地震灾区

武建玲武建玲（（中中））在郑州航展上在郑州航展上

←侯爱敏（右）
在采访中

↓石闯（左一）
在“悬崖村”与村民
合影

↑张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