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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这是一场回首来路的会谈，更是
一场展望未来的集会。

5月7日是《海南日报》创刊纪念
日，海南日报社以座谈的形式，邀请
各界代表为70岁的《海南日报》“庆
生”。

从第一次读到这份报纸，到第
一次登陆南海网，到第一次关注“海
南日报”微信公众号，再到今天第一
次下载“新海南”客户端……大家畅
所欲言，激动时掌声如雷，动情处眼
眶湿润，只因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与
《海南日报》有着太多的故事、太深
的情缘。

“我第一次读到《海南日报》，是
1972年在定安公社中学读高一年级
的时候。当时，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
每天晚自修都要用15分钟读报。”作
为读者代表受邀参加海南日报创刊
70周年座谈会的孙衍吾，是定安县定
城镇多校村知海书屋创办人。

座谈中，他深情回忆了将近半个
世纪里，他与《海南日报》结下的不解
之缘。

孙衍吾告诉大家，48年来，他养
成了读报、贴报、抄报、剪报和藏报的
习惯，并以此为生活乐趣。每个月，
他都将《海南日报》按照日期和版次
顺序装订成合订本，并经常利用收藏
的报纸举办“历史上的今天”收藏展
或专题展。去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他找出了历年10月1日当天的报
纸，让观众从报纸上刊发的新闻见证
祖国的沧桑巨变；今年是海南解放70
周年，他就把《海南日报》从3月5日
至5月1日刊发的“70年征途如虹”
专题收集展出，受到观众欢迎。

“最使我难忘的是，1983年5月
14日的《海南日报》刊发通讯《金榜觅
无名，桑梓献才华》，对我的事迹进行
了报道。许多读者读到后纷纷给我
来信，大家的鼓励一直支撑着我坚守
知海书屋、惠及乡里。”孙衍吾说，《海
南日报》是他的良师益友，将激励他

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前进。
与《海南日报》结良缘、共成长

的，还有五指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王楚蝶。

“我大学毕业后到五指山市委办
公室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在新闻报
道组。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要配合
《海南日报》驻站记者的采访工作。
20多年来，从通讯员到特约记者再到
如今的宣传部部长，《海南日报》为我
的积淀和成长提供了丰饶的养分和
土壤，让我的知识不断丰富，工作和
沟通能力不断提升。”王楚蝶说，时至
今日，无论看待一个问题，还是从事
一项工作，她都习惯性地用新闻的眼
光分析事件、引导方向、扩大影响，这
种习惯使她对事件的发展更有预见
性，在推动工作方面更有针对性，“可
以说，在这个权威党报的传播平台
上，我有幸收获了个人理想与时代共
振的职业荣光。”

王楚蝶欣喜地注意到，这些年，
《海南日报》已经从创刊时的黑白报

纸转变为全媒体形态的“海报媒体方
阵”，实现了环南海区域性国际传播
的有效突破。特别是这两年，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迎合市场转型，策划举办
了会展、音乐界等多个跨界活动，并
逐渐形成自己的品牌。其中，《海南
日报》对五指山早春茶品牌的宣传推
广对壮大五指山茶产业的发展起到
了很好的作用。她相信，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海南日报》会继续紧扣时
代脉搏，不断完善宣传载体，为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鼓与呼，“我们祝福
《海南日报》明天更美好！”

在座谈现场聆听大家的发言后，
《海南日报》记者代表李英挺心潮澎
湃。他在海南日报社工作18年来，
先后参加过北京奥运火炬海南首传、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
石流灾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
新闻事件采访，“通过使劲沉下去，让
好作品不断浮出来”。

这些年，李英挺先后获评“全国
抗震救灾模范”“海南省先进工作

者”，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荣誉勋章、第六届海南远志奖，并
入选中宣部评选的“宣传思想文化青
年英才”。他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海南日报》这片沃土，更离不
开集团领导及单位同事的培养和信
任，“当我取得些许进步的时候，是组
织给予我荣誉；当我遇到挫折的时
候，是组织给予我鼓励，让我重新鼓
起干劲继续前行。”

“最大的感恩在于延续，最好的
延续在于前行。”李英挺说，当前，海
南日报社正处在推动媒体融合转型
的关键阶段，这一沉甸甸的光荣使
命落在了年轻报人的肩上，“我们将
弘扬海南日报人的光荣传统，始终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断提升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树立敬岗爱业、无
私奉献、奋勇拼搏的精神，为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的改革与发展，为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应有
的贡献。”

（本报海口5月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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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来路情深深 携手前程步铿锵
——海南日报创刊70周年座谈会侧记

海报集团将依托全媒体矩阵
每年定期举办“品牌海南”活动

让更多海南品牌
有“身份”又有“身价”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5月7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品
牌海南”启动仪式上，作为企业代表参
会的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春光的目光被大屏幕上的一幕深深吸
引——

图中这辆设有文昌卫星发射、博
鳌亚洲论坛、邮轮母港、环岛高铁等造
型的海南彩车，正是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期间缓缓从天安门开过的彩
车，这个设计获得国庆70周年群众游
行地方彩车“创新奖”。而它背后的

“设计师”之一正是：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

春光集团与这位“设计师”可有着
深厚的来往。

24年前，春光集团还是文昌市东
郊镇一个只有五六人的小作坊，《海南
日报》从那时起就开始对企业进行报
道，见证和助力了一个企业如何从弱
小发展至成为羽翼丰满的龙头农业品
牌企业。

让黄春光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设
计师”对品牌的建设、孵化、助力，释放
着远超他想象的正能量。

海南日报全媒体运营中心主任龙
丁敏在启动仪式上推介时表示，经过
长达70年的沉淀，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已经成长为拥有“七报一网一刊一社”
10大平台的传媒“航母”。“七报”，即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法制时报》
《证券导报》《海南农垦报》《特区文摘
报》《南岛晚报》；“一网”，即南海网；

“一刊”即《海岸生活》杂志；“一社”指
海南省图片社。

长期以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在
品牌宣传、推广与舆论引导方面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助力品牌、培育
品牌、壮大品牌、呵护品牌，受到了社
会的广泛关注。不仅打造了一批有影
响力的品牌展览，还孵化出儋州九大
农业品牌，海口十大农业品牌等农业
品牌，策划海报金秋车展、“感动海南”
系列评选、“最美医护”等系列评选等
系列品牌活动。

“品牌的背后其实是对高品质、高
品格、高品位的追求。”龙丁敏表示，目
前随着海南国际化的进程提速，企业
及产品面临的竞争也将空前激烈。塑
造品牌形象、提升品牌竞争力，既是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海南
本土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和当务之
急。传播海南本土文化、讲好海南品
牌故事、助力海南品牌打造，也是海报
集团作为媒体的使命和责任。

为发挥海报集团在品牌塑造和品
牌引领方面的作用，助力海南品牌整
合推广，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特别策划
推出服务海南产业、企业及品牌推广
的系列计划——“品牌海南”，并使之
成为一个每年定期举办的品牌活动。

“接下来，我们将依托海报集团全
媒体矩阵，通过整合推广海南质量好、
效益好的品牌产业、产品，塑造一批新
兴企业品牌，让海南品牌唱响省内外，
让海南品牌不仅有‘身份’，更有‘身
价’。”龙丁敏说。

“此次品牌海南活动的举办非常
成功，在国内国外经济形势下行的背
景下，大力推广海南品牌企业，给了我
们本土企业很大的信心。”黄春光表
示，海报集团推出的“品牌海南”项目
亮点多、看点多，接下来，春光集团将
发挥企业优势，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和
海报集团建立战略合作目标，进行深
度合作，助力春光集团走向更广阔的
市场。

海南福德汽车销售集团副总裁葛
勇表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是陪伴福
德集团成立27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
老朋友，集团愿意以更多形式来深化
这份友谊，希望“品牌海南”项目推出
更多样的合作内容，实现全媒体网络
覆盖对品牌企业的推广营销。

（本报海口5月7日讯）

⬆ 5月7日，参加《海南日报》创刊
70周年座谈会的嘉宾参观社史馆。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若龙 摄

⬅ 5月7日，海口、三亚等地纷
纷上演灯光秀，祝福《海南日报》创刊
70周年。图为海口市国兴大道上演
的灯光秀。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洋 摄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一个新的海南，一份新的报纸；
一个新的时代，一份新的使命。

5月7日，《海南日报》迎来创刊
70周年纪念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特
别推出横跨70周年的社史展。

印刷在每一份报纸上的“与海南
共同成长”，是《海南日报》的办报理念
和使命担当。“以此为主线，我们把《海
南日报》70年的发展历程融入海南成
长，梳理出了1950年到1987年、1988
年到2017年、2018年至今三个时间
线。”参与社史展策划的海南日报社编
辑中心值班主任陈彬介绍，每个阶段都
辅以经典版面和经典作品进行展示。

就这样，一份份新旧报纸版面、
一张张新老照片、一件件印刷排版的
老物件、一篇篇经典作品，在数字化
手段的呈现下，向人们述说着这份报
纸走过的不凡历程。

承载海南印记
见证祖国变迁

穿过一扇刻有“新海南报”字样

的拱门，儋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珠
一下就被《海南日报》曾经使用过的
报头吸引了。

“真没想到《海南日报》曾用过15
个报头！”李珠说，对一名土生土长的
海南人而言，只要看到《新海南报》到
《每日新闻》再到《海南日报》这些报
头名称和字迹的变化，就能感受到海
南从解放到建省办经济特区，再到迈
入新时代的发展历程，这份报纸一直
与海南共成长。

一张新闻纸，阅览全岛全国天下
事。《海南日报》成了定安县定城镇多
校村知海书屋创办人孙衍吾难以割
舍的宝贝。“我经常用收藏的《海南日
报》举办报纸收藏展览，每逢元旦、七
一、国庆节等节日就会举办一次展
览。”孙衍吾说，《海南日报》不仅记录
了海南的建设发展，更见证了祖国日
新月异沧桑巨变。

细细算来，孙衍吾与《海南日报》
结缘于48年前。“对我来说，《海南日
报》不止是一份了解国内外新闻、学
习各类知识的报纸，更是数十载难以
割舍的良师益友。”孙衍吾说。

“为了让参展读者可以沉浸式地

回顾过往，展览在梳理社史时主要使
用怀旧的色调，还特别仿制了上世纪
50年代老报社的大门。”海南省图片
社副总经理林萌介绍。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为了新闻事业，海南日报人从
不缺乏“逆行”的勇气。2020年，在
海南、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
场上，能看到海南日报记者忙碌的
身影；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
登陆文昌，海南日报记者勇赴灾区，
其中在重灾区拍摄的新闻图片《失
联父女 灾后重逢》，定格了天灾过
后最温情的瞬间；2008年，四川汶
川发生地震，海南日报记者的报道
《海南的救命恩人，让我摸摸你们的
脸》打动无数国人……

“在海南乃至全国的各大新闻
现场，我们都能看到海南日报人的
身影，他们用行动和笔尖践行何为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杭州
数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
宗宝说，在传统媒体受到冲击的当

下，人们仍然能从一份份《海南日
报》中读到报人对内容的恪守，这份
尽责体现在文章的厚度、温度和深
度上，体现在图片运用的精准上，体
现在报纸整体的美感上。

在展出的经典作品中，一版《自
贸观察·视野》和一篇《无限春光来海
上》让三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邢增海
感受到了这份报纸对时代脉搏的把
握，“话题的选定、写作的视角、行文
的方式都体现了《海南日报》作为省
委机关报的高度。”他说，展馆展出的
多个版面和多篇文章，密切关注着海
南的发展与变化，无不体现这份报纸
的温度。

站在变革潮头
发出时代强音

当《海南日报》歌颂创业者敢闯
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记录海南人民争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的奋进步伐
时，这张报纸也在不断发展。70年
来，《海南日报》从最初只有两个版的
黑白报纸，发展壮大成拥有“七报一

网一刊一社”等多种形态在内的全媒
体集团。

随着移动端对人们生活方式的
改变，海南日报客户端2015年上线
运行。通过手机客户端读报，已经成
为定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晓冬
的习惯：“《海南日报》上刊发的典型
人物和优秀事迹，对党员干部和人民
群众来说，都是一种鼓舞和激励。”在
郑晓冬看来，如果说《海南日报》与海
南共成长，那么很多海南人都是跟着
《海南日报》成长起来的。

“不仅是岛内人民，很多岛外人
士，也都通过《海南日报》了解海南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的相关政策和各项事业发
展。”杨宗宝说《海南日报》始终站在
变革潮头，发出时代强音，与海南发
展同频共振。

“只有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海
南日报》的发展之路才会更壮阔；只
有继续深耕基层的沃土，才能把时代
精神刻在人民群众的心上，引导人民
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对《海南日报》
的未来发展，郑晓冬充满期待。

（本报海口5月7日讯）

新老读者参观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社史展时感叹：

《海南日报》与海南共成长，也伴我成长

特
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