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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千钧重，肩头万斤担。”新闻工作始
终与使命、责任、担当、坚守紧密相连。对于广
大新闻工作者来说，记者节既是纪念，更是鞭
策。它提醒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闻
理想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政治坚定的新闻工
作者。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搞新闻工作，要政
治家办报”。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媒介格
局如何变化，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政治立
场始终不能变。我们要切实增强政治家办报
意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
义真理、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呼声。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做引领时代的新闻
工作者。有人说，“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记
者笔下有毁誉忠奸，记者笔下有是非曲直，
记者笔下有人命关天”。这句话道出了新闻

工作者沉甸甸的责任。我们要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48 字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职责使命，秉持“新闻真实乃是新闻生命”
的信条、“铁肩担道义”的理念，积极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用笔尖、镜头忠实记录这
个时代的温暖与成长、进步与变革；勇于坚
持真理、匡扶正义，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
扬清、针砭时弊，当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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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正确新闻志向，做业务精湛的新闻
工作者。深刻变化的媒体格局、舆论生态、
受众对象和传播技术，要求我们掌握“十八
般武艺”，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我
们要下一番“绣花”功夫，不断增强政治素
养、理论水平，掌握更多专业知识、传播技
术，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
力。尤其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在采访
上下苦功夫，在选材上下深功夫，在写作上
下实功夫，推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
热气”的精品力作。

坚持正确工作取向，做作风优良的新闻工
作者。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
向。范长江说，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其基础在
群众，前途也在群众。新闻工作者只有涵养深
厚的为民情怀，深深扎根群众，不图虚名、不做
虚功，才能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
报道。要守住职业的底线，追求价值的“高
线”。今天，社会现象纷繁复杂、社会思潮多元
多样，我们要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
然正气，在众声喧哗中允中守直，在利益诱惑
下保持定力，在信息芜杂中去伪存真，书写无
愧于党和人民的时代华章。

本报记者 吴 颖

初心不初心不忘忘，，我们我们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路上

11月8日，第19个中国记者
节。正忙着采访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记者，在紧张的工
作中迎来了自己的节日。

从早晨 8 时开始，中外记者
们陆续走进新闻中心，在庆贺节
日的签名板上签名留念，并将一
枚定制的记者节纪念章佩戴在
胸前合影。不少“老记”表示，今
天在进口博览会上欢度记者节
特别有意义！

当天的庆贺活动丰富多彩，
进口博览会新闻中心电视大屏
幕推送着“上海女记者合唱团海
内外交流演出剪辑”，以美妙歌
声抒发一腔真情。中午，新闻中

心朵云书房举行记者节明信片
盖章留念，邀请记者中的书法
家、书法家中的记者挥毫创作。

11 时 08 分，在热烈的掌声
中，全国记协副主席陈颂清和
当天过生日的记者一起，为庆
贺记者节“切蛋糕”。节日蛋糕
经过精心制作，蛋糕长 1.1 米、
厚 8 厘米，寓意着“11 月 8 日”这
个特殊的日子。蛋糕上饰有憨
态可掬的吉祥物“进宝”，写有

“记者节快乐”字样。蛋糕一亮
相，顿时迎来许多照相机、摄像
机的聚焦……随后，采访进口博
览会的中外记者共同品尝特色
蛋糕，分享节日的快乐。

进口博览会上过记者节
本报记者 刘佳惠子 杨 莹

“11月8日记者节！祝大家节日快乐！”当第五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新闻发布会主持人说出这句话，我才想起今
天是我们的节日。身为一名女记者，从业13年来，每年的
这一天，我都奔跑在寻找新闻的路上。

今天的我，在浙江乌镇采访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作为来自内陆省份的记者，在这种世界级的大会，如
何发出“江西声音”？如何找到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江西元
素？一批重要的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中，有没有江西互
联网企业的身影？这些问题，只能到会场 2.2万平方米的
展馆，和当天举办的17场高峰论坛上去寻找答案。

8时 30分，我匆匆赶往展馆。没想到，媒体和游客安
检队伍已排成了长龙。顾不上体验无人驾驶观光车、VR/
AR应用、公路无人驾驶、人脸识别……我拨开人群，一路
寻找一路问，终于在4号馆找到了江西云堤科技有限公司
的展台。

11 时，结束了对江西云堤的采访，我立即赶往“预见

互联网未来——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专家与
企业家论坛”。可惜，该论坛人数已严重超标，我被保安人
员断然拒绝在门外。没有时间沮丧，我从同行那里得到消
息：江西省扶贫办应邀参加“网络公益与扶贫：消除饥饿
与贫困”论坛。我立即想方设法和省里来的同志取得了
联系。想不到的是，我正准备出发时，省扶贫办饶振华先
生打来电话，告知我，该论坛要持续到 13时，由于他演讲
完就要赶回南昌，采访的事就算了，期待在南昌再见面。
我赶紧在电话中争取，这是国际级大会，江西作为内陆省
份，既然被邀请来了，说明我省的扶贫工作有目共睹，无
论如何，也要聊聊这一次的演讲和背后的故事……

电话刚挂断，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是大会组委会
通知：13时至 14时，企业家记者见面会即将开始，请各位
媒体记者速前往。

留给我的只有 15 分钟的午餐时间，因为今天还有很
多会场活动，等待我去挖掘其中的江西元素呢。

忙着在世界级大会寻找江西元素
本报记者 杨碧玉

“江西日报微信的读者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18年
11月8日星期四，农历十月初一，我是江报君星星，与您共
同开启美好的一天。下面，让我们一同关注今天的新闻
热点……”

这段开场白想必江西日报官方微信的忠实粉丝们都
很熟悉，这是《早安，地球村》栏目每日新闻播报的开头。
听着每天的热点新闻，开启崭新的一天，已经成为很多读
者的生活习惯。而声音背后的我们，也习惯用新闻和大
家说早安。

一年365天，不论节假日或是工作日，《早安，地球村》
都在清晨与大家相见，从未间断。但大家是否知道这档
栏目是如何制作的呢？今天，我就给大家解密声音背后
的故事。

《早安，地球村》共有八大版块（早安新闻播报、早安
美图、国内新闻、江西新闻、国际新闻、天气、历史上的今
天、心灵鸡汤），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一条千余字的微信，

能让读者知天下大事，晓天气变化。每天，编辑在新近发
生的千百条新闻中，精挑细选出13条独具价值的新闻，精
简提炼后分别放入国内、江西和国际频道，这项工作最考
验编辑的新闻敏感和编辑能力。之后，我们选编权威天
气信息，给每位读者温馨提示。接下来，编辑会查阅历史
资料，告诉大家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哪些大事。不管生
活有多难，我们都需要走下去的勇气，心灵鸡汤版块就是
我们给读者加油鼓劲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用短短几句
话，让读者以良好的心态开启崭新的一天。

在所有文字内容完成后，美编会从网友的投稿照片中
挑选赏心悦目的制作成早安美图，置于微信开篇。接下来
的工作就交给配音编辑了，为了播报出早间新闻的朝气，他
们坚持每天早起。在播报结束，剪辑完成后，一条完整的

《早安，地球村》就会在每天早上5时30分与大家相见了。
每天用新闻和您说早安，这是我们新媒体记者的坚

守，期待您的继续关注，我们与您同行！

每天，用新闻和您说早安
本报记者 涂星星

本报记者涂星星正在连线江西日报本报记者涂星星正在连线江西日报
““虹视频虹视频””直播直播。。

本报记者杨碧玉在第五届世界互联本报记者杨碧玉在第五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现场网大会现场。。

唐龙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邓星向本报唐龙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邓星向本报
记者余红举记者余红举（（左左））介绍为顾客制作的产品介绍为顾客制作的产品。。

本报记者邹海斌本报记者邹海斌（（左一左一））在下塅村采访在下塅村采访
产业扶贫产业扶贫。。

大山深处，寒风呼啸。11月
8 日，记者来到宜春市袁州区飞
剑潭乡下塅村采访，只见油茶树
下散养的土鸡三五成群。养鸡
能手李水根说，这些散养的土鸡
是“扶贫鸡”。

“节日快乐！欢迎邹记者来
到下塅采访。”宜春市政府办公
室派驻下塅村第一书记李圣华
热情地迎上来。他没想到，江西
日报记者会在记者节来到扶贫
一线采访，很感谢党报记者对产
业扶贫的关注。

“下塅的土鸡，有故事。”李
圣华卖了个关子。原来，该村采
取“合作社+技术能手+贫困户+
农户”的形式，由村集体向下塅
种养专业合作社注入 20 万元产
业扶贫资金，合作社再将资金借
给技术能手养土鸡。这笔产业
扶贫资金借期一年，土鸡定量养
殖 5000 只，每卖一只土鸡，合作
社有15元收益。

“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帮
着卖，我们只管把土鸡养好。”李
水根说。合作社养的 5000 多只
土鸡，全部是用自己的技术孵化
的，散养在山上，吃的是虫子、谷
子、米糠、玉米和红薯。

李圣华告诉记者，这 5000只
土鸡全部售出，20万元产业扶贫
资金与 7.5 万元收益，一年到期
后须全部还给合作社。这 7.5 万
元收益给贫困户分红，全村48户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每 户 可 分 红
1500多元。明年，该村准备分发
鸡苗给贫困户散养，由合作社统
一收购、销售，增加农民收入。

下塅村依托种养专业合作
社，把电商“邮乐购”直接建在产
业基地上，销售特色农产品，目
前已有很多农户前来登记。

离土鸡养殖基地不远，就是
投资 50 万元的村集体软籽石榴
基地。记者踏上湿滑的土路，爬
上山头，只见石榴基地堆放了不
少有机肥，农户正在打穴施肥。
李圣华说，这将是下塅村的致富
产业。软籽石榴基地占地100亩，
石榴树长到了2米多高，全面挂果
后收益将十分可观。目前，下塅
村已脱贫42户，仍有6户未脱贫。

在第19个记者节，记者在基
层采访，感受到扶贫一线活跃的脱
贫氛围。新时代呼唤记者多下基
层，不断磨炼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脚下有泥土，心中有阳光，笔下
有华章，才能无愧记者的荣光。

下塅的土鸡有故事
本报记者 邹海斌

11 月 8 日，记者节如期而
至。早上起来，刷了一遍微信朋
友圈，发现很多消息是关于记者
节的。如果不是这些信息，我差
点忘了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

“在路上”是新闻一线工作
的常态，这一周也是如此。前一
天，电视剧《可爱的中国》在浙江
横店影视城开拍。开机仪式安
排在早上 7 时，因为住所离开机
现场还有一段路程，我们早早就
起了床，下楼集合坐着小巴出
发。到达现场后，我和同行们就
开始忙碌起来。因为大家知道，
在这样的场合，导演、编剧、演员
等主创人员不会坐等采访，只能
逮着谁有空就赶紧上前。采访结
束，离开影视城，已近上午10时。
大家在街边吃了早餐，赶回住所
收拾行李，马不停蹄又踏上回程
路。高铁上，整理素材、写稿传
稿、编微信……两个小时的车程
如眨眼之间。来回不到24小时，
跨越两省，完成了一次采访任务。

11 月 8 日 6 时 28 分，闹钟还
有两分钟才会响起，但生物钟自
觉地将我从睡梦中叫醒。早早
到办公室处理手头的工作，突然
想到约好的一个采访——中恒

建设集团承办的一个全国性论
坛，于是匆匆赶往现场。这家江
西本土企业对“样式雷”文化地
传承和弘扬做了不少工作，我们
因“样式雷”报道结缘。结束采访
已是中午，下午又如约赶去南丰
采访“橘园游”活动。坐在赶往
南丰的车上，想起一句话：“大家
看见我们时，我们在报纸上；大
家看不见我们时，我们在路上。”

记者节，一个没有假期的节
日，和同事们一样，依然在工作
中度过，正如每个工作日。这个
节日，不需要鲜花与掌声，努力
做好每一次采访、写好每一篇报
道，便是献给自己最好的节日礼
物。其实，不仅记者节如此，哪个
假期不是“奔跑”的节日。因为我
主要跑的是旅游线口，每逢节假
日都是旅游市场的旺季，工作也
就顺其自然进入“旺季模式”。

回望一路走来的风景，依然
历历在目。入行十几年，在新闻
的路上收获良多，前方的路还很
长，我会怀揣当初的梦想一直走
下去。就像在横店影视城，大家
谈起方志敏，说得最多的是信仰
的力量。这份力量也将指引我
不忘初心、一路前行。

越是节日我越忙
本报记者 龚艳平

11月8日8时许，伴随着亲朋好友关于记者节的祝福
短信，为落实报社一项重要的新闻策划，我开始了在景德
镇昌江区新枫街道三河村的第二天蹲点采访。农村电商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此前一天，我和部门其他 4
名同事被派往全省 5 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电商村进行蹲点
采访，用一名新闻人最初的热忱，采写农村鲜活的故事。

一大早，景德镇下起了大雨，我艰难抵达位于三河村
的唐龙陶瓷有限公司。令我震撼的是，公司墙壁上挂着
一幅世界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地贴着小小的五星红旗。
公司负责人邓星说：“我们的产品卖到哪个国家，我们就
在地图上贴一面五星红旗。如果不是这张世界地图不断
激励自己，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或许没有这么快。”的确，
唐龙陶瓷只用了短短 10年时间，线上年销售额超 1500万
元，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原以为上规模的电商企业才会有“拥抱世界市场”的
远大志向，但是在三河村采访，我发现自己错了，这里大

大小小电商企业，都会挂一幅世界地图。
“我们习以为常，没想到家家户户挂世界地图，成了

你眼中的新闻。”三河村委会主任姚春华对我不断询问世
界地图的事情，感觉诧异。

“眼中有世界，才敢闯市场。”他如此回答我，不仅让
我惊讶三河村人“买全球、卖全球”的气魄与胆量，也知晓
了三河村陶瓷线上交易额这几年直线上升的秘密。作为
一名新闻工作者，只有真正地沉下去，才能发现生活中许
多生动的细节。

立冬后的夜晚总是来得那么早，记者听完三河村老
人讲述昌江码头与景德镇陶瓷运输渐行渐远的历史故事
时，昌江两岸已华灯璀璨。回住宿地的路上，一天未通电
话的妻子通过微信发来游戏红包“520”，并附言“余记者辛
苦了！”其实，记者这份职业，每天都在履行职责使命的路
上，我再辛苦也无怨言，能作出解释的就是“唯有初心不
可负，唯有使命堪担当”。

采访归途收到妻子微信“520”
本报记者 余红举

电视剧电视剧《《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开机现场开机现场，，本报本报
记者龚艳平记者龚艳平（（左左））采访演员王伯昭采访演员王伯昭。。

本报记者郑颖本报记者郑颖（（右一右一））在东源村在东源村““飞天飞天
凤凤””肉鸡养殖场采访产业发展情况肉鸡养殖场采访产业发展情况。。

去年 5 月，我参加了中宣部组织的蹲点采访，在抚州
市东临新区岗上积镇东源村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
动，采访了半个多月。东源村是“十三五”期间的省级贫
困村，2016 年已“摘帽”，这段蹲点采访的经历，给我的记
者生涯留下了难忘的一笔。

一年多过去了，东源村如今怎样了？11月8日，我再次
来到这里。一进村，道路两边盛开的小菊花让人心旷神
怡。村党支部书记饶文辉说：“村里基础设施好了，环境也
要跟上，我们在道路两边种上了这些小花，新农村也多点新
气象。”在村里走了一圈，我发现这里的新气象还真不少。

产业是东源村实现脱贫致富的关键。“飞天凤”肉鸡
养殖场里，29000 多只小鸡撒欢地跑着、闹着，再过几个
月，这些小鸡将给村集体经济带来8万多元的收入。当初
发展产业时，东源村选择了这种由企业提供鸡苗、饲料、
技术，帮助销售的模式。“实践证明，这种两头在外的产业
很适合村里实际，不仅降低风险，还能实现收入的可持
续。”村第一书记熊春说。他们还利用鸡舍顶上的空地建
起了光伏发电站，发电收益归村里，今年将有 6万多元的

收入。“去年我们村集体收益是10.3万元，今年我们有信心
突破15万元。”饶文辉说，通过壮大集体收益，村里的公益
事业才能可持续发展，党组织的凝聚力也更强了。

一看到我来到村里，贫困户陈丽娇一把拉着我去她
家看看。她指着雪白的墙面、崭新的大衣柜、新修的厨房
告诉我：“我现在这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了。”贫困户熊会
冈听说我来了，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刚领到的位于集镇中
心的安置房钥匙，非要拉我去看看。“一室一厅一卫，50平
方米，还带装修，我一个人住得很舒服。”说到这，熊会冈
笑出声来。

从产业发展到住房保障，东源村到处欣欣向荣，到处
充满了欢声笑语，脱贫后的东源村正朝着全面小康的路
上奔跑。

作为一名负责报道扶贫工作的党报记者，我亲眼目睹
一个个贫困村告别贫困、走向富裕，一户户贫困群众舒展愁
眉、走向幸福，心里总是涌起一阵阵感动。我常常想，我们
这一代记者是幸运的，因为这个古老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铿锵步履，我们能见证和记录下来，留给历史、留给未来。

贫困户非要拉我去家里看看
本报记者 郑 颖

记者节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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