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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在心中 我们在路上
□时报记者 张永黎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工作全局
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海东时报》作为海东市主流媒体之一，几年来，坚定不移地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始终把
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在这支新闻队伍中，有沉着冷静的“60 后”、有经验丰富的“70 后”，有质朴坚韧的“80 后”，有激情迸发的“90 后”。但不论
年龄几何，怀揣新闻工作职责使命任务的我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
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我们共同见证了海东的改革发展，也共同关注着社会变迁，感受着生活，一起在风雨泥泞中
走过，用心用情用爱记录着，我们始终记着：
人民在心中，
我们在路上……

我们在奔跑中成长
21 名记者组成了海东时报社记者部
和西宁记者站，他们每天要深入到各行各
业做深入采访，
每人每天基本一个会议，
两
篇稿件要保证。到政府部门参加会议、深
入基层挖掘素材寻找典型；做策划、采访、
写稿、审稿……这是属于记者部和西宁记
者站的工作节奏。记者部记者王桂萍说：
“我们不是在采访，就是在采访的路上；不
是在采访的路上，
就是在审稿的路上。
”
国庆长假，正值 2018 西安·青海（海
东）高原绿色商品大集在西安举行。
10 月 1 日，500 份《海东时报》首次乘
着飞机出现在西安的街头上。
这 500 份《海东时报》承载的是海东市
形象展示的新窗口。当一份份报纸送到西
安市民手中时，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说：
“又
有一个人了解我们海东了。
”
周晓华说。
这 7 天假期中有 5 天时间记者张永黎
和周晓华奔走在会场上，
她俩每天负责分发
报纸，
采写现场新闻，
回到宾馆写稿，
又将稿
件第一时间发给在海东的夜班编辑……
2018 年 9 月 18 日，青海省庆祝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暨青海高原第三届农产品展
交观摩会开幕的第一天，
记者王桂萍接到家
里的电话，
孩子生病了，
赶紧回来看孩子吧。
可是，那天她领到了很多采访任务，
如果她走了，新闻策划就会被打乱，怎么
办？咬咬牙，
她给家里打去了电话……
海东时报社有很多像王桂萍这样的
记者，家在外地，逢年过节遇上活动或者
加班就回不了家，有些记者孩子尚小，但

他们仍然舍小家顾大家。
记者胡生敏说：
“每一次突发事件，
每一
次重大新闻采访，
我们都在现场，
这里有我对
新闻职业的敬重，
今天我们讲自己的故事，
我
们向自己致敬！
”
记者金显花说：
“只要有新闻
事件发生的地方，
就有我们记者的身影。
”
要闻是报纸的灵魂。作为承担党报要
闻的部室，记者部和西宁记者站是最严谨
的部门。因为大量的时政报道，有很多数
据和政策容不得有丝毫马虎和懈怠，他们
传递的是党的声音，架起的是百姓和政府
之间的桥梁，
传递着最关乎民生的决策。
最不能忘怀的，是每一次省市两会及
青洽会、青食展、环湖赛、藏毯节等省市大
型活动的报道。每一次策划，
每一次报道，
记者都像上战场一样，打赢一场接着另一
场，从不厌战。他们把最权威的信息最快
速地传递给了大家，
但往往舍弃了小家。
70 后摄影记者颜金梅在去年的环湖
赛互助赛段采访时正赶上下大雨，为了保
护镜头拍到精彩的瞬间，她将雨衣盖在了
相机上，自己却被雨水淋透了……
80 后记者周海新兼顾时政和民生，多
年来大会小会，大事小情，他历历在目，从
无怨言，曾十过家门未进门……
90 后记者李富生常年奔波在一线，经
常写稿至深夜……
多年来，记者们在奔跑中努力，在努
力中成长，无数作品得到了肯定。时间是
最好的证明，付出也总有收获，认可也必
将成为继续前进的动力。

我们见证一座新城崛起
人文是一座城市的命脉，更是形成这
座城市独特魅力的内在因素。发掘海东
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专刊部 13 名
记者编辑的共同责任，也是一直秉承努力
的方向，他们与 173 万海东人民一起见证
人文海东。
《海东时报》自 2014 年改扩版后，从每
周三期刊变成日均对开 16 版，增加了《河
湟地理》
《时报发现》
《河湟副刊》
《收藏与
鉴赏》
《海东档案》等人文版面，这几个版
面也一直是报社重点打造凸显海东人文
的特色版面。近两年，这几个版面更加注
重对植根于海东历史底蕴和区域特色的
人文内涵进行发掘梳理，同时把服务读者
放在第一位，重视文化新闻报道的厚度与
深度，着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2018 年，专刊部在青洽会、藏毯节、丝
路艺术花儿节等省市大型活动中策划推出
了《青时报为您捎话进两会》
《相约绿色·拥
抱海东》
《海东味道》
《改革开放40年海东40

件大事评选》等特刊，别具特色，采写出了
《海东时报》的风采，
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
海东40件大事评选》特刊，
引起了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
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参与投票的
读者及网友近十万人次。根据得票数，
最终
评出海东市改革开放40年来老百姓眼中的
40 件大事，
从政治、
经济、
生态、
民生、
文化、
对外开放等各个方面，
展现出海东市迈向新
时代所取得的丰硕发展成果。
编辑祁国忠说：
“我很骄傲，我是一个
记录者，更是一个见证者，我爱我的工作，
无论多么辛苦。
”
每一次活动，他们一起参与、见证和
记录了省、市各项重大活动，为一句话、一
张图片、一个版面、一个创意，他们反复琢
磨反复讨论。他们忙碌，但是他们幸福，
因为海东的发展有他们的一份力量。
专刊部主任张扬说：
“我们力争做到精
彩每一篇，
精彩每一版，
精彩每一天。事实
上，
经过几年的努力，
我们已经做到了。
”

我们一起工作至深夜
在海东市平安区湟中路 111 号，
总有一层楼的灯光要亮到凌晨两三
点，有时甚至要亮到清洁工开始工
作。
这层楼是海东时报的办公区域，
每到夜间，值班编委、责任编辑和夜
班编辑们就活跃在这层楼上。他们
披星戴月，每天工作到凌晨，温暖的
灯光下，
总有一群人在共同坚守。
作为市委机关报，今年以来，对
海东时报社出版部的各位编辑来
说，工作的重心、要点、大方向就是
生命线，
需要时时刻刻高度关注。
走近他们的工作，你会感受到
无处不在的紧张感，他们对于每一
字词、每一个标点、每一个线条的细
心运用和校对，都要高度集中注意
力，始终保持清醒、良好的工作状
态，关注时政热点，关乎百姓民情，
才能做好党和政府的喉舌……
校对曹生玉说：
“遇到省市大型
活动有很多特刊专版时，眼睛就会
提出抗议，但哪怕眼睛看花了，我们

依然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因为这是
校对的职责。
”
在长期的编辑工作中，对每一
位编辑来说各种各样的特刊、专刊，
围绕焦点问题、社会热点、重大新
闻、突发事件等编辑制作版面已是
家常便饭。
编辑谢彩英说：
“我们习惯了深
夜等稿，习惯了在深夜工作，习惯了
夜深人静时回家。
”
出版部主任姜明菊说：
“用版面
讲好报纸故事，让版面成为有生命
有灵性的东西，
版面才会吸引人。”
因为常年上夜班导致睡眠不
足，上夜班的编委和编辑们没有了
白皙的皮肤。有编辑打趣道：
“上夜
班离黄脸婆就不远了。
”
可即便如此，回首往昔，他们激
情仍在，动力依然，他们有成功、有
遗憾、有欢笑、有泪水，但在一个充
满朝气、团结如一、力求上进、感动
常在的集体里工作，心中却是别样
的温暖。

融媒体发展是方向
回首过往，感慨万千。当时的
《海东时报》没有自己的采编及数字
平台，采编平台依托于《青海日报》，
数字报则依托在《青羚网》之下。就
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
《海东时
报》在 2013 年 12 月进行了几期成功
的试刊，随后于 2014 年 1 月 1 日正式
改扩版，当年 4 月 18 日《海东时报》
对开 16 版正式发行，实现了历史性
跨越发展，彻底改变了海东没有日
报的历史，为宣传海东、扩大海东影
响力奠定了基础。
在海东快速发展的同时，
《海东
时 报》也 创 造 着 自 己 的“ 海 东 速
度”——《海东时报》从周三报变成
日报，又开通了海东市第一个新闻
网站——东城网，同时推出官方微
博、微信及微信公众平台，形成了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三报
两网六平台”全方位立体式对外宣
传海东的新格局，不仅传递了海东
的声音，也在对外宣传新海东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为海东市的发展营
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市委市政府对报社发展也倾
注了心血，对大家抱有非常高的希
望。2014 年 4 月份，我们建立起了

自己的采编平台，这四年多的时间，
这份报纸和我们大家一起见证了海
东这座城市的发展，对这份报纸，我
有很多很多的情感倾注在其中。也
正是有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支持，
市委宣传部的精心指导及各单位各
部门的关心、关注，才让我们一路走
到了今天。”海东时报社党组书记、
社长兼总编辑徐青说。
报社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
个大家庭其乐融融总离不开后方保
障，而在海东时报社，总编室就承担
着这样的重任，夜班编辑深夜要回
家，司机要负责安全送到家；单位电
脑 出 了 故 障 ，总 编 室 要 负 责 修 理
……总编室主任祁玉海说：
“我们的
工作繁杂琐碎，但我们决不能马虎
大意。我们为报纸出版发行做好服
务是我们最大的责任。
”
五年的时间里，时报广告经营、
发行覆盖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的
提升。广告部主任董健人说：
“《海东
时报》已跻身于全省主流媒体行列，
我们未来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
”
又一个夜班即将结束，
又一个黎
明将要来临，望着窗外，这座美丽的
城市已是万籁俱寂，
车流渐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