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说我走基层过程中的三点认识和
体会!

第一"基层很需要记者! 今年新春走基
层时"我在定安龙门镇石坡村采访养鸡专业
户郑道轩! 当时"他正坐在一颗榕树下打吊
针"边打吊针边接受我的采访"打完吊针后"

又带着我到他的鸡场去现场探访"之后还把
他家人#村支书#村委会主任请来"和我详
谈! 他们就是想记者帮他们反映扩大生产规
模过程中贷款难的问题! 那一刻"我体验到
了被需要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好!

在今年!月的纳沙台风中" 我在澄迈县
金江镇大拉村走基层! 村支书吴 发在风雨
中把我拉到村学校"察看一间教学危楼! 他
带着教训的口吻对我说" 记者不能光写好
的"也要多了解#反映存在的问题! 那一刻"

我感悟到"基层群众对记者有不满"有批评"

更有期待!

第二"记者离不开基层! 下基层能提高

记者的写作水平! 在今年的纳沙台风中"海
南日报的一批年轻记者表现突出"就在于平
时走基层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关键时候才能
迅速写出一批鲜活的报道! 袁隆平最近在接
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就说$%我培养研究生#

博士生"第一个条件你要下田&&电脑很重
要"书本知识也很重要"都是基础"但是电脑
里面#书本里面种不出水稻来! '

第三"走基层一定要改文风! 清新自然#

深刻# 现场感强的新闻永远是读者的最爱!

选题不典型不行"稿件不生动不行"现场感
不强不行"采写没有细节不行"稿件没有感
情不行(((这是北京日报 %记者在基层'的
选稿标准! 见人见事见精神"不搞简单的工
作报道"不搞僵硬的成就报道"多写见闻#多
写现场#多写故事(((这是海南日报对记者
走基层提出的要求! 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
的"那就是要切实改变文风"写出受广大读
者认可和喜爱的新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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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 % 日是 %中国记者
节'" 海南省委宣传部# 省记协在
海南日报社举行了海南省新闻界庆
祝第 $& 届中国记者节暨表彰大会!

大会对一年来海南新闻战线的先进
人物及优秀新闻作品进行了表彰!

本报副总编辑 # 编委尚林荣获
%&"$$ 年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称
号+ 本报一件作品荣获第 &$ 届中
国新闻奖三等奖" 两件作品获得第
&$ 届海南新闻奖一等奖! 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 省记协主席常辅棠出
席大会并致辞!

会议指出" 自今年 %月中宣部等
五部门部署全国新闻战线深入开展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活动以
来" 我省一批又一批的编辑记者从
文山会海中走出来" 接地气# 访民

情# 问民生" 采写出大量百姓喜闻乐
见# 清新明快# 短小精悍# 生动鲜活
的新闻作品" 涌现出一批优秀编辑记
者"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会议认为" 一年来" 新闻战线牢
牢把握了正确的舆论导向" 形势宣传
有声有色" 成就报道浓墨重彩" 典型
宣传深入人心" 突发事件报道及时准
确" 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会议希望全省新闻工作者" 把
%走转改' 作为 %三项学习教育' 活
动的重要着力点" 采取有效措施"

创新活动载体" 丰富活动内容" 建
立长效机制" 推动新闻队伍建设取
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大会同时对获得各奖项的新闻工
作者进行了表彰!

今年" 我省荣获 %&"$$ 年全国

优秀新闻工作者' 荣誉的有两名新闻
工作者$ 本报副总编辑# 编委尚林"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采访部副
主任许雅妮!

同时" 今年海南共有 '&家省内
及中央驻琼新闻单位选送的 (&) 件
新闻作品参加第 &$届海南新闻奖角
逐" 有 $)* 件作品获奖! 其中" 本
报记者利声富# 编辑元惠卿采写编
发的通讯 ,要想见局长先过密码门-

同时获得中国新闻奖三等奖和海南
新闻奖一等奖+ 本报赵健敏# 元惠
卿# 纪建东编辑的 &+$" 年 $ 月 $$

日 (,- 跨版荣获海南新闻奖报纸版
面奖一等奖!

大会还对在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活动中涌现的本报记者陈
新等全省 .*名优秀编辑记者进行了
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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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月%日"海
南省青年新闻工作者协会)

rstuvw

*在海
口成立!经过认真讨论"大会一致通过协会章程!

省青记协是全省青年专业新闻工作者的群众团
体"作为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第一个分会"业务
上受其指导!该协会任务是在全省青年新闻工作
者队伍中深入开展各项学习教育活动"协同有关
部门和新闻单位进行培训#理论研讨#业务交流
等活动"开展新闻评奖活动"培养名记者#名编
辑#名评论员#名播音员和名节目主持人"维护青

年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督促青年新闻工作者
恪守职业道德等!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记协主
席常辅棠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根据章程" 理事会是该协会的领导核心机
构! 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主席#副主席#

常务理事和理事"海南日报编委#编辑中心主任
华晓东当选为理事会主席+本报编委#编辑中心
主任冯春山等!人当选为理事会副主席+本报编
委# 新闻中心主任卢山等&)人当选为理事会常
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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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大家介绍几个人"分享一下他们的
故事"然后一起总结和展望!

六年前"我刚刚参加工作时认识了一个
人! 她是位小学代课教师"湖南人"大学毕业
后来到海南屯昌的某村小学支教! 她给我看
过她的日记本"上面记满了她来海南后每一
天的具体工作"包括如何解决方言不通的问
题# 怎样骑自行车去城里上网找教学资料#

开学前如何挨家挨户发动家长让孩子上学#

给孩子们中午做什么饭&&她叫刘冬梅"一
个非正式的代课教师! 她告诉我"年轻更要
不怕辛苦"没有什么困难比理想更重要!

三年前我采访过一个人! 他是传递北京
奥运圣火的火炬手"也是当地'+万农民中唯一
的火炬手和年龄最大的一位火炬手!0!%+年代
初"他积攒起属于自己的千万财富!然而"0!!+

年代末"当家乡一个电话邀请他回去选举村官
的时候"他毅然放弃蒸蒸日上的事业"回乡带
领群众致富! 他打破传统种植模式"重点发展
反季节瓜菜#淡水养殖和运销加工等三大支柱
产业+大力扶持发展教育"鼓励农民多学多创
新&&他叫黄田汉"琼海福田村人"一个普通
的%村官'!他告诉我"年轻不能患得患失"要有
大局观多学习"有一颗赤子之心!

还有一个人"是在去年那场几十年不遇

的强降雨中认识的! 当时"听说我们要乘船
去已是一片汪洋的海口龙泉镇托村采访"部
队正在搬运方便面箱子的一个战士"默默脱
下自己身上的雨衣雨裤雨鞋和救生衣"执意
让我穿上! 这则故事告诉我"年轻更应懂得
感恩"感恩这个时代"感恩组织和领导"感恩
自己的职业选择"给予了我们每个人成长的
际遇"要学会感受和付出!

也是在那场强降雨灾害过程中"我采访
过一个几乎昼夜值班的公务员! 那些日子"

他一边从三防办随时掌握防汛信息"一边在
可能发生险情的三江农场南阳水库等重点
区域巡查"了解各地受灾情况"几乎彻夜不
眠! 就在那一晚"文昌赤纸水库溃坝"决口长
达!"多米"下游被淹村庄水位高达#米! 但由
于早做决断"深夜提早紧急撤离下游$"""余
名群众"创造了无人伤亡的奇迹! 这名公务
员叫罗保铭"海南省委书记"时任海南省长!

这件事告诉我"什么叫做责任!

记者的身份让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从每
一个个体之中去忠实记录" 感知党和政府
%一切都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信心和决心!

我庆幸赶上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伟大
时代"我会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用心感受这
个社会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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