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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闪光灯总是对着别人闪耀，我们的笔触总是为别人流淌才情。我们，总是记录着，在幕后忙碌着。
现在，我们要走到“舞台”上，我们要写写我们自己，因为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我们的节日。
为庆祝这一节日，同时为落实省委关于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部署，我们从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中选取5位记者，

记录他们在记者节这一天的采访活动。
这一天，依然在忙碌，来不及歇息，还像往常一样，下乡村、走企业、进校园。只不过，多了些节日的欢乐，多了份

前行的动力，更多了份责任和担当。记者，永远在路上。

■ 海南日报记者 郭畅

11月8日6时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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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18个中国记者节，一个属
于自己的节日。此刻的我，身处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在记者站简单洗漱后，换上
了那双沾满泥土的运动鞋，准备前往湾岭
镇加丁村采访“十九大精神进农村”的相
关新闻。

记得今年生日那天，自己也是同样打
扮，没有来得及吃一块庆祝蛋糕，就驱车到
琼中最偏远的吊罗山乡采访，回到宿舍已
是夜里10时。想到这里，突然回忆起同行
说过的一句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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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时30分，出门的一刻，我收到了妈
妈的短信：“宝贝节日快乐，你是妈妈的骄
傲，过段时间妈妈就去海南看你。”看完短
信，心里很温暖，却又涌上阵阵酸意。我在
北方城市里长大，如今却一头扎进大山深
处，当一名驻站记者。这难免有些孤独，但
为了做一名优秀驻站记者，我选择用“信
念”战胜“孤独”。

进入11月，海南中部山区雨水多、雾
气重。一路开着汽车双闪灯，我终于在8
时20分抵达加丁村。见过驻村第一书记
秦家越，他说：“村里的党员干部近期一直
在学习十九大精神，怎么能让十九大精神
更好地在村里落地生根，小郭记者，你见多
识广，你也要给我们提些建议啊。”

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扶贫的内容，我已
牢记在心。于是我结合自己的理解，给他
说了些建议。

“有些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脱贫了，我
不断鼓励他们要学习十九大精神：行百里
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
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同样，大家脱
贫后也不能松懈。”秦家越说，村民许环雄
就是一个正面例子，他发展养猪业不仅脱
贫了，还成了致富带头人。

走！我们去他家的猪舍瞧瞧。10时
30分，踩着泥泞，寻着“猪粪味”，我们见到
了正在喂猪的许环雄。“您还是别进来了，
猪粪还没来得及清理，太臭了，先去家里坐
坐吧。”许环雄对我说。

听完这话，我打趣地说：“我哪有那么
娇气！你千万不要把我当成客人，我去过
大大小小的猪舍几十家呢！党的十九大要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少不了像你这样勤劳
肯干的致富带头人，我要多了解你。”

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做出的一个新
的战略部署，亿万农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都充满期待。而我，也应该继续将山
区群众的期盼声传播出去，将他们脱贫故
事报道好。

采访结束，离开加丁村已是中午12
时，在街边吃个快餐，我就得回到记者站梳
理采访内容、写稿，联系下一个需要采访的
贫困村。

转眼间，在海南中部贫困山区驻站已
有460余天。23岁的我，和同龄人一样，
喜欢一切美好事物，但也更期待在基层得
到“青春锤炼”，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以崇
敬与热血挑起肩上的责任与担当。

这个节日，不需要鲜花与掌声，做好
“十九大精神进农村”新闻报道，便是今天
献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海南日报营根11月8日电）

■ 南国都市报记者 黄婷

11月8日早上8时，驱车在海口市龙
昆南路缓慢行驶，看着前面排成长龙的车
流，却并不着急——塞车、绕路、耗时，已是
采访路上的家常便饭。

细雨落在车窗上，一丝冷风挤进，不禁
打了个寒颤。“一场秋雨一场寒”，4岁半的
儿子被鼻炎折腾了1个多月，昨天又因肠
胃炎呕吐，旧病未去，新病又来，离家时，小
家伙近乎绝望地喊着“妈妈不要上班”，想
到此一丝伤感袭来。

雨天路滑，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离
家14公里的采访目的地——海口市龙华
区海垦街道滨濂北社区居委会。看到摄影
记者陈卫东大哥早已在居委会等待，我提
醒自己打起精神投入工作。

今天，社区干部和工作人员畅谈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心得体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采访中，几乎每个人都会以此
激励自己。“还好这次暴雨对海口影响不
大，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转移困难群
众。”多年的工作经验让社区主任吴和忠习
惯于未雨绸缪。对于这位投入社区工作
19年的社区干部来说，社区的发展、建设，
居民的安危、福祉，就是他的初心。

28岁的社区工作人员柯维宏看着窗外
的雨有些着急，他不停刷着手机上的工作清
单，祈祷雨快些停。“电线杆上的垃圾要清
理，阴天没法进行。”从柯维宏急促的语气，
我读出一个年轻社区工作人员服务社区居
民的初心，这个刚刚成为预备党员的小伙
说，他会争取早日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一个又一个“初心”凝聚在一起，造就
了如今美丽和谐的滨濂北社区。

近3个小时的采访终于结束，回家的路
上，我扪心自问，“作为一名记者，你的初心
又是什么？”“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
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著
名新闻人普利策的名言再次敲打着我的
心。我告诉自己，在信息喷涌的新媒体时
代，继续坚守在“瞭望者”的岗位上，尽自己
的能力去记录生活，写出有温度的新闻。

回到家，停下车，手机里跳出一堆记者
节祝福信息，“11月8日”，看到日期，我笑
了——

9年前的今天，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8年前的今天，我过了入行以来第一

个记者节；
以后的每个今天，我要一如既往地走

在采访的路上。
(南国都市报海口11月8日讯)

■ 南海网记者 庄晓珊

11月8日是记者节，但我却要从11月
7日开始说起。

11月7日下午5时，当我还在潜心修
改冬季网媒行稿件时，急促的手机铃声突
然响起，紧急采访任务来了：现在出发去万
宁采访“党徽哥”，当晚传回视频。心里咯
噔一下，却来不及多想，急忙将修改一半的
稿子保存，背起书包赶往单位。

当天，万宁市普降大暴雨，该市北大镇
东兴居“党徽哥”陈斌紧急转移八旬老人的
消息迅速刷爆海南微信朋友圈，引发网友
纷纷留言点赞。

坐在赶往万宁的车上，脑袋里疯狂思
索着采访提纲和视频思路，但总感觉脑子
一片空白。手机那头，就读高三的妹妹因
为身体不适请假回家。她在回家路上，我
在采访路上，想着她难受的样子，伴随着打
在车窗上的雨点，难忍的酸楚就要袭来。

“今晚剪片能来得及吗？”同事在一旁
问我，酸楚瞬间咽回肚里，开始整理思路准

备接下来的采访。当晚路况不好，当我们
赶到万宁东兴居时，已经晚上10时，所幸
采访顺利结束，晚11时50分左右，视频剪
辑完毕。奈何网速不好，传回网编时眼前
的传输进度仿佛比蜗牛还慢。当电脑显示
文件发送成功时，我看了一眼手机，时间正
好停在2017年11月8日凌晨0时，我迎来
了自己成为正式记者的第一个记者节，“记
者节快乐。”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8日上午，带着“探访‘党徽哥’及他所
在的党委如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发
挥基层党组织先锋模范作用”的采访主题，
我和同事刘洋、陈元能再次前往东兴居。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危急时刻就要挺
身而出。”“党徽哥”陈斌接受采访时，他的
眉宇中透着一股坚毅。

中午，采访结束。在赶回海口时，天色
阴沉，雨点敲打着车窗，我却没有来时的紧
张和不安。“记者，记着，我们永远在路上。”
想到这里，我心里顿感充实。

2017年11月8日，你好！我的第一个
记者节。 （南海网海口11月8日讯）

■ 海南日报记者 刘笑非

11月8日早上8时30分，小雨里穿过
上班的车流，海南日报社摄影记者苏晓杰
开始往3个多小时车程之外的白沙黎族自
治县出发。

赶路、拍摄、整理、传片、再赶路，来回
的奔波对于55岁的苏晓杰来说都是家常
便饭。但在今天，一路的舟车劳顿有些不
同的意义。今天，是中国第18个记者节，
是属于他的节日。

“春节都在外采访呢，何况记者节！”苏
晓杰打趣道，能出一张好片子，今天这个节
日过得就算圆满了。

苏晓杰今天的采访对象，是党的十九
大代表、白沙打安镇田表村党支部书记羊
风极。没赶巧，快到白沙时电话来了：羊风
极已经赶往海口，参加省里组织的十九大
精神宣讲会，今天的采访只好取消。

“来都来了，不能空手回去，咱们到党
代表的村里看看去。”一边给同行的记者打
气，苏晓杰又一边说着赶到村里该拍些什
么，脸上依旧带着笑。

与苏晓杰相熟的同事、同行乃至采访
对象，都知道他有个亲切的外号叫“大舅”，
源自他总是乐呵呵的性子，也道出他总是
能“自来熟”的采访本事。

到达田表村时，天还下着小雨，灰蒙蒙
的村子让经验老道的苏晓杰也有些发愁。

“羊书记不在，麻烦你们白跑一趟了。”田表
村党支部副书记黄有川有些不好意思。

“哪里的话！村里有没有发展比较好
的产业，咱们看看去！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了村子才能兴
嘛！”“大舅”轻松的语气打破了隔阂，黄有
川想了想便拉着他去看村里的养猪场。一
路上两人交流不断，倒像是认识许久的朋
友。

“羊书记回来后，好多想法呢！火龙
果、紫玉淮山，都是适合村里发展的产业，
十九大报告里还说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
济。咱们村里的合作社发展得可好了！”打
开了话匣子的黄有川，介绍起了羊风极回
村后的种种规划，对于十九大报告里画出
的蓝图，他充满着期待。

苏晓杰在拍摄之余也没闲着，跟养猪
场负责人攀谈几句，一条新闻线索就来
了。“黄书记，火龙果收获的时候可别忘了
告诉我，红彤彤的，拍出来好看得很！”半只
脚还踩在泥里，苏晓杰就跟黄有川约起了
下次的采访：“到时候，咱来拍拍看得见的
乡村振兴！”

小雨依旧没停，回程的路上经过云雾
缭绕的九架岭，苏晓杰停下车拿起相机，对
着群山美景又按下了快门。

“今天是记者节啊，这张风景，就算犒
劳了。”爬上高处，苏晓杰忘了自己疼了许
久的腰，忘了奔波一天的劳累。举起相机，
他是一名摄影记者；放下相机，他是“大
舅”。记录村庄的变化，是他送给自己的礼
物。 （海南日报牙叉11月8日电）

■ 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如果没有手机里不断闪烁的记者节祝
福信息，我几乎忘了今天是属于自己的节日。

翻开随身携带的采访本，密集的日程
安排里没有“庆祝”这一项，只有“党的十九
大精神”这个关键词贯穿其中。

10时许，才从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博士蒋玉的课堂里走出来，还在回味她以

“十九大报告中的新时代与新青年”为题给
本科学生作的宣讲报告，我的鞋子就已经沾
上了湿滑的红土。在蒙蒙细雨中，我来到海
南大学农科基地里。该校教授吴友根正带
着学生为基地里的油茶修剪枝桠。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定位为关系国计
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在我们热带农林学院引
发热烈反响。”吴友根一边为油茶“减负”，一
边给我介绍：这几年，他们把高产栽培技术逐
渐推广开后，海南油茶的产量翻了几番。

另一位教授阮云泽则告诉我，当前，海
大已经将科技小院建到了乐东、临高、琼海
等3个市县的产业集中地，既能为海大学

生提供科研实践基地，又能为周边农户特
别是贫困户提供免费的种植技术培训和咨
询服务，很受欢迎，“要说十九大报告啊，我
们早就不止是读，而是‘干’起来了！”

实验室就在不远处的江行玉教授看到
我来，也拿出了自己培育的耐盐蔬菜：“海
南台风多发，海水倒灌现象年年都有。根
据传统栽培技术，高含盐量海水倒灌农田
5至10年时间不能进行农业生产，而我们
培育的耐盐作物却打破了这个定论……”

在和几位教授的交流中，新闻点一个
接着一个迸发出来。由于时间紧，我一边
记录一边“贪心”地约了进一步采访的时
间，想把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故事说给更
多人听。

离开海大时，天早就黑透了，不知不觉
我竟在这里工作了近10个小时，算上回去
写稿的时间，今年的记者节又过不成了。
然而，此刻的我却有满满的收获、满心的感
动：这座看似“不接地气”的象牙塔里，还藏
着多少“泥腿子”专家？他们同农民一样脚
踩黄土背朝天，为乡村振兴作着不为人知
的努力。 （海南日报海口11月8日讯）

记者节,我们在路上
——第18个记者节特别报道

过节啦，这一天我们讲自己

海南日报摄影记者苏晓杰在山路上奔波

“春节都在外采访，何况记者节！”

不忘初心,永远在路上

写出有温度的新闻

记者节寻访象牙塔里的“泥腿子”专家

渴望讲泥土芬芳的故事

做好报道，是献给自己的最好节日礼物

不需要鲜花，要“青春锤炼”

11月8日，南国都市报记者黄婷（左）在采
访海口海垦街道滨濂北社区居委会吴和忠主任
（右）。 南国都市报记者 陈卫东 摄

11月8日，海南日报摄影记者苏晓杰（右）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田表村一养猪场采
访。 海南日报记者 刘笑非 摄

11月8日，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实验室，海
南日报记者陈蔚林（左二）在采访江行玉教授团队
的科研成果情况。 海南日报记者 李英挺 摄

11月8日，南海网记者庄晓珊（右）在万宁
市北大镇东兴居采访基层党员。

南海网记者 刘洋 摄

11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郭畅（右）在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加丁村采访致富带头人
许环雄。 通讯员 朱德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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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即便前方雨骤风急，我们依然有澄澈的初心

你好，我的第一个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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