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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放歌逐梦行
◀上接A01版

机遇当前，省委书记刘赐贵在海南
日报调研时嘱托，新闻媒体要深刻理解
把握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
和丰富内涵，紧密结合建设自贸试验区
和自贸港这个海南当前最大实际，坚持
正确导向、创新传播手段、拓展传播领
域、提升传播效果，为海南自贸试验区和
自贸港建设凝聚最广泛正能量，营造良
好舆论环境。

这便是海南日报创新报道形式的初
衷所在，也正是海南日报守初心、践使
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生动缩影。

回望过往，海南日报的成长之路，饱
含着中央和省委的关心与支持。

1988 年 5 月 30 日，海南日报启用了
邓小平同志题写的新报头。作为海南省
委机关报，海南日报“受到党中央的关
怀，特别是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
怀”。在此之前的 1959 年，刘少奇同志
来琼视察，也曾为海南日报题写报头。
来自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激励着一代代
海报人开拓进取、奋力前行。

海南历届省委、省政府也对海南日
报高度关注。在重大宣传报道时，及时
作出正确指示，始终确保正确的舆论导
向；在报社发展遇到困难时，及时给予支
持和帮助……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
增强了海南日报勇践初心使命的底气，
让党报舆论引领作用得到更好发挥。

70年来，秉持各方期待与厚爱，海南
日报坚守初心使命，深深植根琼州大地，
始终坚持党报姓党原则，自觉践行“与海
南共同成长”的创刊理念，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不断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让党的声音始终成为时代强音，尽心竭
力为海南发展提供舆论支持。

我们不会忘记，1957年7月25日，国
家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开发海南的《开
发海南岛热带资源规划方案（草案）》正
式公布，海南日报在头版配发社论《想尽
一切办法，开发海南，建设海南》，热情洋
溢为开发建设海南摇旗呐喊；

我们不会忘记，1988年4月13日，七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关
于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
案，海南日报于当天下午及时编发号外，将
这一好消息向全省人民广而告之，5月20
日，又在一版刊登编辑部文章《前进，海南人
民》，进一步点燃全省人民奋进的豪情；

我们不会忘记，2009年12月31日，国
务院下发《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海南国际旅游岛
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海南日报及时刊
发社论《第二次重大历史机遇》，呼吁全
省人民珍惜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

我们不会忘记，2018年4月13日，在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亲临海南并郑重宣布，党中央决
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在千载难逢历史机遇面前，海南
日报用整整12个版面进行了重磅报道，
全面聚焦新时代海南的机遇与使命。

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节点，海
南日报都及时发声，积极宣传党的路线、
政策、方针，广泛凝聚干部群众干事创业
的热情、豪情。鲜明的党性成为海南日
报最亮眼的底色。为时代放歌、为海南
建言，海南日报成为海南改革开放发展
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

担使命，凝聚立报之魂

1950 年，刚刚解放的海南，百业凋
敝、百废待兴。海南各族人民迫切需要
了解党的政策、寻找发展良策。诞生于
战火与和平交替之际的海南日报，扎根
人民群众，迎着时代脉动，不断筑牢办报
的“根”与“魂”，尽情为海南发展鼓与呼。

这是一份始终和群众血脉相连的报
纸——

“到新闻现场去，到基层去，到群众
中去”，是海报人经久不变的传承。

我们依然记得，在每一次台风肆虐
时，海南日报记者都会走出家门、逆风而
行，前往最危险抗灾前线，及时报道一线的
受灾情况，及时反映受灾群众的迫切需求；
面对群众办事困难、审批繁琐情况，海南日
报及时回应群众呼声，刊发了《远超270天
的审批愁坏了谁？》等监督报道……

我们不会忘记，在救火英雄唐博英
壮烈牺牲时，海南日报对其英勇事迹进
行了大篇幅、长时间的聚焦，在全省持续
掀起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热潮。多年
来，在海南日报的大力宣传报道下，李向
群、王书茂、岳平、朱国茂、陈起贤等模范
人物脱颖而出，他们的形象更加立体，他
们的事迹广泛传扬。

70年来，每当人民利益受到威胁、公
平正义受到侵蚀时，海南日报都会挺身
而出，激浊扬清、鞭挞丑恶；每每面对群
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生动实践，海
南日报都不吝版面、热情讴歌，浓墨重彩
予以报道，让主旋律更高扬、让正能量更
强劲。一代代海报人心中装着人民、装着
读者，他们俯下身、沉下心，将笔头、镜头
对准群众，充分反映群众的意见、愿望，及

时回应群众的诉求、呼声，将党报为民的
理念熔铸在了一篇篇新闻报道中。

这是一份镌刻着报人精神风骨的报
纸——

“早上6点从县城出发，一直走到晚
7点才到，当晚点着煤油灯写稿到凌晨1
点，天一亮又花一天时间走回县城……”
这是一位老报人在创刊初期的采访经
历。徒步采访，连续奋战；夜晚在蜡烛、
煤油灯下，执笔写稿；印刷机、铸字机等
全靠手摇……这正是创刊初期记者、编
辑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写照。

然而，艰苦的环境没有让海报人退
缩，反而磨砺了他们的顽强意志，养成了
联系群众、务实俭朴的作风，更加坚定了
铁肩担道的信念。

甚至，为了心中的理想、肩头的责
任，海报人不惜付出生命代价。

2004年9月4日，海南日报记者甘远
志在东方市采访时突发心脏病，不幸因
公殉职，将生命定格在了“跑新闻”的路
上，年仅39岁。

据统计，在海南日报工作的1095天
里，甘远志写下 1051 篇共 100 多万字的
新闻稿件。2009 年 9 月，在新中国成立
60周年之际，中宣部、中组部等11个部门
联合开展“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
国人物”评选，甘远志成为全国唯一入选
的新闻工作者。这一年，以他的名字命名
的“远志奖”问世，成为全省新闻工作者的
最高荣誉。201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之际，甘远志再次荣获“最美奋斗者”
荣誉称号，同样是全国唯一入选的媒体记
者。甘远志的事迹和精神，穿越时光隧
道，感染、激励着一代代新闻人。

70年来，海南日报涌现出一批批像
甘远志一样的好记者、好编辑，好员工。
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以及忘我的
无私奉献、执着的敬业精神、心系人民的
情怀、不怕苦累的作风……成为他们身上
共有的特征，也凝聚成为海南日报长期以
来的优良传统，成为立报之基、活力之源。

今年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波及全国，一场与时间赛跑、为生
命接力的生死时速在全国上演。

疫情当前，海南日报采编人员纷纷
放弃休假，迅速返回工作岗位，在无畏逆
行中开启了超常规工作模式。无论是收
治患者的定点医院，还是严防输入的进
出关卡，抑或社区、街道等抗疫一线，处
处都能看到海南日报记者的身影。他们
不惧风险，近距离与医生、患者接触，因

采访不便回家，有的在酒店一住就是两个
多月；更有记者伉俪推迟婚礼、主动请战，
奔赴湖北荆州抗疫最前线，用文字、照片、
H5、Vlog及时报道一线疫情，传递抗疫信
心，为最终战胜疫情作出了积极贡献。

这正是海南日报报魂及报人风骨在
今天的传承与写照。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但报魂不变，
风骨常在！

谋创新，壮大报业之基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历经时光洗礼，70岁的海南日报，并

没有随时间消沉、在沧桑岁月中老去。
在历届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在
广大读者鼓励和期盼中，一代代海报人
拼搏进取、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巩固壮
大海南日报发展根基，不断铸就党报事
业新辉煌，让这张富有创新精神的报纸
更显生机与活力！

1983年，海南日报主动申请财政“断
奶”，积极推进市场化运作，实现了自我
良性发展；

1999 年 1 月，在互联网蓬勃发展之
时，集团旗下媒体南海网上线运营，成为
省委、省政府认可的“一报一台一网”三
大主流媒体之一；

2001 年 1 月，在市场化报纸风声渐
起之时，海南日报抢抓机遇，创办了全省
第一份都市类报纸——《南国都市报》；

2002年6月，经中宣部、原国家新闻
出版总署批准，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正式
成立，开启了多元化经营之路。

2017年1月，南海网正式登陆“新三
板”，成为海南国有文化企业挂牌“新三
板”第一股；

……
一个个节点、一幅幅画面折射出创

新求变的昂扬步伐，成为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埋头苦干特区精神和扎根守土、坚
韧不拔、无私奉献椰树精神的生动诠释。

尤其是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海
南日报开启了新一轮自我革命之旅。

坚持移动优先战略，重塑新闻生产
流程；根据融媒体传播特点，多次进行改
版创新；积极参与推进省级融媒中心及
县域融媒中心的规划建设；及时启动全
媒体指挥中心、“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
台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三大平台；
对南国都市报、南海网进行资源整合，实
现更深层次的媒体融合……

近年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动适
应媒体融合趋势，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指引，以党
报为龙头，以南海网、新媒体为两翼，坚
持一体化发展和移动优先战略，全力打
造“泛南海新型主流媒体”，主流价值影
响力版图不断扩大，实现了环南海区域
性国际传播的有效突破。

就实际效果来看，当前的海南日报
已从一张报纸转变为全媒体形态的“海
报媒体方阵”，成为拥有报纸、杂志、网
站、视频、音频、电子屏、微博、微信、客户
端等数十种中英俄多语种载体、上百个
终端的全媒体集群，覆盖用户总数超过
2500万。当前的海南日报新媒体传播力
屡居全国前十、稳居海南第一。融媒体
创意产品《老旗手》《椰子侠》《假如水果
会表白》《图书馆奇妙夜》等，多次形成刷
屏级传播，创造了多个“10 万+”“100
万+”阅读量。其中，H5产品《快来！搭
乘“海南号”时空穿梭机重返1988！》获第
29届中国新闻奖新媒体创意互动类三等
奖，实现了海南新媒体产品在中国新闻
奖中的“零突破”。

70年风雨兼程，70年砥砺奋进！
70年来，身处祖国南海之滨，海南日报

见证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发展
成为我国改革开放重要窗口的沧桑巨变。

与时代变迁相映照，海南日报在创
新求变中，也发展壮大成为拥有“七报一
网一刊一社”等多种形态，拥有报、刊、
网、端、微、屏等全媒体矩阵的融媒体集
团，成为推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舆论主阵地。在经营发展上，除了传统
广告、发行、印刷“三驾马车”外，集团广
泛涉足会展、电商、物流、培训、大数据、
房地产等多元产业，并探索进军资本市
场，建立起以报业为主体，跨媒体、跨行
业、跨地区的多元发展格局。在中国报
刊广告投放价值排行榜中，海南日报连
续 4 年跻身全国日报十强、省级日报四
强，创造了“小省办大媒体”的骄人业绩。

初心不改七十载，砥砺奋进再出发！
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正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拼搏奋
进。而海南承担着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动范例的重大使命，正在全力以赴
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关键时
刻需要更强大的思想支撑，紧要关头需
要更有力的舆论支持。

特别是今年春节以来，我们经受了
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各项工作亟
需超常规开展、加速度推进。新任务、新
形势对新闻舆论工作带来新挑战、提出
新要求。

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交叉的时代，
也是一个责任与荣光并存的时代。

2019 年 11 月 6 日，刘赐贵来到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视察调研，要求新闻媒体
聚焦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需要，按
照“三个充分体现”要求，及时、准确、生
动地讲好“海南故事”，在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打造开放新高地的历史征程中
发出更多“海南声音”，为海南日报明确
了新时代的工作指向。

大海之南逐浪高！面向未来，为践
行使命职责、抢占舆论新高地，更好服务
自贸港建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力求在

“三个对标”上谋突破：
——对标最先进的融媒业态，采用最

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手段，全面融合各领域、
各战线信息资源、服务资源，积极开展跨平
台、跨产业、跨区域合作，高标准建设省级
融媒中心，打造区域信息枢纽平台，推动报
业集团进入全国融媒集团第一方阵。

——对标国际一流媒体，以“联接中
外、沟通世界、传播海南”为宗旨，以海南
国际传媒港建设为依托，从顶层设计入手
深度整合外宣资源，加快拓展海外驻点，
积极开展海外传媒并购，吸引、培养、造就
一批高水平国际传播队伍，向全球展现开
放、真实、立体、全面的海南自贸港形象。

——对标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深化管
理体制机制改革，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
格局深入谋划集团未来发展，尽快把主业
做强，把产业做大，向国内一流的现代文
化企业迈进，为提升海南文化企业在全国
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作出积极贡献。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
以创刊70周年为新的起点，海南日报

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牢牢把握正确
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自觉承
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不断增强新闻队伍的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持续提升党报的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更好践行“与海南
共成长”的初心使命，尽心竭力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营造更加有利的舆论氛围。

70年，征程如虹！
70年，初心不变！
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让我们继

往开来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