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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2017年6月24日，
九江市修水县遭遇特大洪灾，匡
美建、邓旭、程扶摇3位干部在救
灾途中被洪水冲走。消息传开，
满城悲恸。

曹诚平：今年6月底，修水县
遭遇30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
我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日夜奋战
在抗洪一线。洪灾后，20多支救
援队第一时间赶到修水。他们
跟修水非亲非故，却冲锋陷阵在
第一线，成为灾难中一抹最温暖
的亮色。有老百姓深情地说：

“看见救援队橘黄色的衣服，我
们心里就踏实了！”还有一次，我
看见几位队员躺在泥泞地上休
息，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
拼命呢？”队员们深情地说：“我
们是一家人啊！”

在灾区采访的每一天，我都
被这些感动包围着，他们同样使
我深深地懂得，什么叫责任，什
么叫担当，什么叫奉献，什么叫
家国情怀！半个月时间，我采写
了抗洪稿件50余篇，尤其是长达
2300字的记者手记《修水灾区采
访，收获感动满满》，网友们纷纷
留言：“暖哭了。”

（画外音）春光明媚，婺源旅
游进入旺季。一架 AC311 直升
机载着 4 名乘客从江湾景区起
飞，盘旋于篁岭景区上空，引来
乘客一阵阵惊叹。

黄继妍：2017年1月，国务院
出台“培育新动能”的意见，我们
经济部随之讨论出了一组“新动
能”的策划。为此，我在昌飞整
整蹲点3天。也许是我们的策划
和我的执着，打动了昌飞公司，
董事长周新民接受了我的专
访。他告诉我，在80年代，因为
国家战略调整，昌飞没有了订
单，自然发不出工资。为了生
存，他们开始生产汽车，用卖汽
车赚来的钱研制飞机。那个时
候，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
元钱，一直到1995年还是一两百
元。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
在景德镇拿着最低的工资，却干
起了高精尖的活。

1个多月时间，5个样本、7场
大讨论……这组策划的影响力远
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省领导纷
纷对报道做出了批示。那段时
间，我经常是从早上8点上班一
直忙到深夜回家。早上根本送不
了孩子上学，晚上接到孩子好多
个电话，每次都是问：“妈妈，你什
么时候回来？”我只能说：“快了，
快了，一会就回。”可等我忙完回
到家，他们早已经睡了。

（画外音）2016 年 9 月 8 日，
南昌舰光荣退役，成为我军首艘
回 到 人 民 军 队 诞 生 地 的 驱 逐
舰。10 月 10 日上午 12 时许，南
昌舰顺利停靠在凤凰洲市民公

园赣江水域。
武韵：退伍老兵陈西生告诉

我，1987年的春节，南昌舰正在
南沙海域巡逻，当时大家正围坐
甲板上吃饭，忽然，战斗警报拉
响，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正向舰
艇飞来，全体官兵立刻进入一级
战备状态。等到警报解除，官兵
们回到甲板后才发现，馒头稀饭
全都踢翻了。舰长带头捡起馒
头拍了拍，大口吃起来。看着他
狼吞虎咽的样子，战士们都笑了
起来。我理解这笑声，它不仅体
现的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更饱
含了战士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
无限忠诚！

南昌舰的机电长杨双峰说，
机电兵工作机舱条件艰苦，平均
温度接近50度，噪音达90分贝，
交流基本靠吼。一次执行重大
联合军事演习，出发前20分钟，
机舱里一根燃油管突然毫无征
兆地发生断裂，当燃油遇上高
温，瞬间燃烧，腾起一片火海！
当大火扑过来的瞬间，一位在主
机操纵阀手的小战士后脑勺的
头发全都烧没了，可他纹丝不
动，一直保持操作姿态！听到这
里，我的心颤抖了，他们比我儿
子大不了几岁啊，头发烧没了会
不会留疤，以后找对象会不会受
影响？采访中我满满的心疼，但
更多的是敬意！战士们职责高
于泰山，使命重于生命，这就是
我们的人民子弟兵，他们用忠诚
和热血构筑了中国军魂！

（画外音）2017“CCTV 网络
春晚”的舞台上，瑞金市壬田镇凤
岗村廖秀英家庭引起了大家的关
注。廖奶奶是红军烈士的后代，
通过在网络上销售咸鸭蛋，成为
了远近闻名的“鸭蛋红人”。

黄梓倩：廖奶奶的家原本是
土坯房，可当我第二次去时已变
成了崭新的小平房，这得益于当
地的“致富果”——咸鸭蛋。廖
奶奶富了，一起富的还有当地村
民。原本8毛钱的咸鸭蛋，通过
网络卖出了4块钱的价格。再次
联系廖奶奶是在2016年10月，得
知廖奶奶赴北京领取“脱贫攻坚
奖”时，我能听到电话那头的她
那份掩藏不住的自豪与自信，当
我说“廖奶奶你真棒时”，电话那
头的她说，“谢谢你们媒体，我的
成绩有你们记者的一份力量。”

今年是《国务院关于支持赣
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
干意见》出台实施整整5年。廖
奶奶的成功只是赣南地区脱贫
攻坚中的一个缩影，每当看到咸
鸭蛋我就会想起廖奶奶：当耄耋
老人成为脱贫致富的榜样时，这
无疑为脱贫攻坚注入了一份力
量，这份力量让我们相信，全面
小康的生活已离我们越来越近。

初心依旧初心依旧 征途不止征途不止

杨 茜 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
刘 芸 九江日报记者
曹诚平 信息日报记者
武 韵 南昌广播电视台记者
黄继妍 江西日报记者

袁荣穗 江西日报记者
黄梓倩 赣州市客家新闻网记者
李 先 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
苗 婷 上饶广播电视台记者
郭丽琼 宜春广播电视台记者

（画外音）暴雨渐缓，修水 3 名被
冲走的失联干部仍然杳无音讯。数万
网友深情呼唤：虽然我们未曾见过你，
但依然在守候着你们的归期。

刘芸：当天下午 2点多，我冒着大
雨赶到受灾最严重的杭口镇杨坪村，也
就是 3名干部的失联地。洪水比我想
象中的严重很多，搜寻一直没有结果。
那几天，我写下了《旭哥，你在哪里？村
里的老乡都在找你》等十多篇稿件。

这是我职业生涯最累的一次采
访，最多一天去了 5趟杭口镇杨坪村，
我背上的伤口还绑着纱布，遇到下雨
我只能用荷叶挡着头继续采访。作为
跟随消防人员一起搜寻的唯一女记
者，我早出晚归地跟着他们在修河、水
电站等荒芜的地方搜寻，那几天刚好
是女生特别的日子，身体很难受，一名
消防战士看到后，把他的雨衣脱给了
我，说女记者太辛苦了，而我想这点
苦，和抗洪英雄、消防战士、各地赶来
救援人员的无私和大爱相比，真的是
太微不足道了。

（画外音）八月赣南，生机勃发。
90年前，“南昌起义”部队曾在这片土
地上进行了 3 次整顿，失利的起义部

队因此起死回生。
杨茜：为了做好建军 90周年专题

报道，今年我走过了江西的山山水
水。我发现当“南昌起义”部队遭到重
创之后，在赣南的三次整顿让这支部
队起死回生，而这段历史却往往被人
们忽略。为了重新掀开历史的面纱，
我们辗转于赣南各地，赣南雨季的暴
雨冲刷，让行进的路程异常艰难，两次
进上堡乡，我们在山路上就盘旋了近
12个小时。

是什么让一支失利的部队重新站
起来？在上堡乡当地的老乡告诉我一
个细节，当年部队要借老百姓的门板
来当床睡，因为每家门板的门榫都不
一样，取下来要重新再安上去非常困
难，所以当年部队规定借了谁家的门
板睡觉都必须得还回那家。老乡还告
诉我，当年士兵连买块豆饼都分文不
少。是的，就是这些看似很小的细节，
让部队在赣南的那片沃土上扎稳了脚
跟。“赣南三整”，这也成了这支部队走
向胜利的转折点。而这些，也成了后
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早实践。

（画外音）今年开春，在鄱阳湖余
干康山大堤，一头名叫康康的受伤江

豚牵动人心。目前生活
在长江流域的江豚仅
存千余头，而鄱阳湖的
江豚却占到了近一半
数量。

李先：有一天，当地
渔民对我说，在江豚康
康出没的湖面，这个时间
还有很多的江豚在此栖息，
安静的时候能听到江豚的呼吸
声。于是我小心翼翼地靠近湖面录
制到了江豚清晰的呼吸声。

由于在这次江豚行动中接触了疫
区的水，半个月后我被检查出了感染
上了血吸虫病。当时正是我要赶赴
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报道的前一
日。医生说，这种病是要卧床排
虫，静养休息，大量的运动量会对
肝脏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可我
没想这么多，毅然背上行李赶赴
北京。

从北京回来后，医生在复检后
问我，你这种情况再拖，很有可能
就是恶性血吸虫病。但我当时可没
有想那么多，因为我知道，面对这份责
任和担当，唯有笃定，方能不辱使命。

什么是记者？
镜头背后的历险者

（画外音）在许多人眼里，记者是
无冕之王，风光无限；在同行眼中，记
者却是新闻民工，甘苦自知。那么，记
者眼中的自己，又是什么样的？

黄继妍：我当记者纯属偶然，但做
记者以后，我发现这个职业能让我开
阔眼界、增长见识，渐渐地我就爱上了
记者这个职业，并以此为荣。我觉得
记者首先是一个记录者，用旁观者的
视角去观察世界、记录历史。同时，记
者也是时代进步的推动者，我们可以
用手中的话语权，在群众和政府之间
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推动时代变得
更加美好。习近平总书记给新闻工作
者提出的“四向四做”，就是我们从业、
做人、为文的“灵魂”，也是我作为一名
党报记者追求的奋斗目标。

刘芸：当记者是爸爸给我设置的
梦想，他想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8
年里，上班时间我从来不化妆，也不敢
穿高跟鞋，因为我永远都不知道，下一
个采访现场在哪里。8年里，朋友对我
的评价是不靠谱，因为不管任何聚会，
只要报料人一个电话，我就要走。8年
里，我一次次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场，甚
至与死神擦肩而过。

苗婷：到今年我做记者这份工作
正好 10年。这 10年来，我有过迷茫，
有过挫折，也怀疑过自己，能否成为一
名好记者。但是 10 年的记者生涯让
我知道，要做一名好记者前提就应该

尽自己所能，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
尽自己所能，把第一现场直观地向观
众展现出来。

郭丽琼：记者应该是“正义的使
者”，是帮老百姓说话的人。现在回想
起每一个奔跑着出发的清晨与整理思
绪写稿的夜晚，回想起工作中洒下的
汗水，都让我渐渐体验到了成长的快
乐与满足。遇到困境时我会静下来听
内心的声音。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值不值得继续做下去。如果答案是肯
定的，我就会坚持下去。

袁荣穗：新媒体记者和传统媒体
记者不同，除了要会最基本的采访、写
稿外，还要拍得了图片、修得了图片、
写得了段子、剪得了视频，“十八般武
艺”全会。江西日报新媒体关注民生
热点，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时，微博、
微信、视频直播、江报直播室多管齐
下，这种时候，真恨不得自己有三头
六臂。

（画外音）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
遇到更大挑战。美国甚至有公司结合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利用软件开发的
模板、框架和算法，瞬间撰写出上百万
篇报道。

袁荣穗：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
者，当有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甚至不
用等记者采访、写稿，第二天上版面，
在现场的网友就能第一时间进行记录
并传播，但是一般难

以做到全面、准确、客观。在海
量的信息面前，需要记者以专业
的眼光合理辨别，引导舆论导
向、遏制谣言传播，因此新媒体
记者也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新“把
关人”。

曹诚平：仅近两年来，在我所
认识的记者中，就至少有 30人离开
了媒体。每次看到同行离职，虽然有
伤感，有迷茫，有无奈，但我依然选择
了坚守，我舍不得记者这份职业，因为
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份值得托付终身
的职业，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
坚守。

杨茜：穆青先生有一句名
言：勿忘人民。无论时代如
何变迁，记者的本质不会
变。在媒体大融合的趋势
下，人人都有麦克风，记者
如何体现自身的价值？我
想一个专业的，有信仰、有
担当、有情怀的好记者在大
浪淘沙时更能体现他的品质
和价值。

结束语：11月8日，是中国新闻
工作者共同的节日。庆祝节日，共享
荣光，更重要的是重温理想，砥砺前行。
媒介形态可以更迭，但新闻不会死亡。
心中有道义和责任，笔下就真诚而无
畏。愿新闻同行初心依旧，征途不止。

什么是记者？
有着伟大梦想的普通人

嘉宾：

主持：本报记者 杨 莹 袁荣穗

什么是记者？
时代的见证者

核心提示
中国新闻记者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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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媒

体人的殷切期待。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需要撰写文章的妙手，
更需要勇担道义的铁肩。

第十八个记者节到来之际，《江报直播室》对话2017年江
西“好记者讲好故事”十佳记者，听听那些新闻背后的故事，它
们或许能告诉你，什么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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