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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传播格局发生巨变，如何传播主流声音，占领舆论主阵地？新时代赋予
记者更多的考题与责任。今天是第 19 个中国记者节，让我们走近咸宁日报全媒体新生
代力量，
听听 ——

90 后 记 者 的 心 里 话
让无力者有力 让悲观者前行
新媒体中心

刘丁维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是当时《南方周
末》总编江艺平在 1999 年新年贺词中写的一句话。5 年
记者生涯，这句话一直鞭策着我。
2014 年我采写的《社会各界爱心救助咸宁重症婴儿
周良权》系列报道被新华网、光明网等 20 多家媒体转发
关注，无数人用爱心为
“干瘪婴儿”周良权铺就一条生路；
2015 年遭受特大暴雨袭击的崇阳县石城镇灾情严重，我
徒步 12 公里深入灾区采访，灾民的乐观坚守、自助和互
助精神让人为之震撼……
为伤心者拭去眼泪，让绝望者心怀希望，即便是荧荧
之光，
我也有最坚定的信念。

用热爱挑起责任
网络传媒中心

新时代 新媒体 新作为

汪树明

胡广

网络传媒中心

当前正是技术勃兴的时代，新闻信息传播繁冗复杂
的要求，催化了新兴技术的诞生与改革。作为一名新媒
体技术人员，既要保证传播平台的运行稳定，更要做好新
闻信息传播的技术创新。采用响应式技术，对咸宁新闻
网进行全面改版升级，让用户使用任何终端都可以正常
浏览咸宁新闻网站页面，提升用户体验，提高用户粘度，
让传播更高效。
网站集约化建设、H5 创意设计、网络直播、微信营销
……在媒体融合的新时代，我们作为新媒体的技术人，更
要加强技术完善，
提升受众体验，让新闻新传播更广泛。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新媒体记者，
没有白天和黑夜的概
念，没有工作日和节假日的区分，我们时刻准备接到新闻
采访通知、
网友的电话爆料、
网络热点的跟踪、
真假新闻的
辨别，确保进行最新、最热、最快的新闻报道，无论事件的
大小，
坚决维护着新媒体报道的真实性、
权威性、
及时性。
我们的每一天都过得很精彩、很充实，拿着各式各样
的新式设备，通过各种各样的展现形式，从各个角度报道
各种事件，及时传递党的声音、记录着城市的发展 、见证
着时代的进步、倾听市民的心声。在媒体融合的新时代，
我们作为新媒体的记者，
正在有新的作为。

没有到不了的远方
新闻出版中心

阮泽华

纪伯伦说：
“ 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一是创造，一是传
播。
”所荣幸的是记者同时在做这两件伟大的事。
苏格拉底说：
“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一过。”所幸记者
是一个庄严、神圣、严谨的职业。
我愿意去到别人去不了的地方，见到别人见不到的
人，经历别人经历不了的事。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为职业信仰，坚持不懈去传播世界的真、善、美。

讲好讲新咸宁故事
专刊编辑中心 焦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曾说：
“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
”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
我将始终保持坚定的信
念，
不断学习与提升自己，
以勇于探索的好奇心；
明辨是非的
进取心；
接受客观事实的宽容心；
去记录，
去传播，
去提倡。
以我之笔，讲新咸宁好故事，传播咸宁好声音，展示
咸宁好形象。

走近百姓 服务百姓
新媒体中心

吴晓莹

“记者”这两个字，
在我眼里，
是带着光环的。
我的父亲、姨妈、姨父、舅舅全都从事新闻媒体行
业……
他们独立有追求，无时无刻不在汲取新的知识、接受
新鲜事物，为党立言，为民发声……他们是我立志成为的
样子。
当我毕业后正式成为一名记者时，我很自豪。成
为记者的这六年时光里，我为农民工讨薪、为重病孩
子筹款、帮老百姓申冤、带贫困家庭渡难关、助孤寡老
人一家团圆……
我慢慢认识到我所从事的职业它全部的意义和价值。
记者最大的担当是走近百姓，服务百姓，为他们带去
更多真实的爱。

保持最初的心 实现最终的梦
新闻采访中心

刘丁维

宋文虎

吴晓莹

新媒体中心

吴文谨

张仰强

宋文虎

作为一名记者，要有一颗坚守底线的纯真心。社会
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诱惑，我们要坚守职业道德，不以任何
名义牟取利益。
作为一名记者，要有一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任何
事物都具有新闻性，我们要保持好奇心，去挖掘事物的新
闻性。
作为一名记者，要有一颗肩负社会的责任心。揭露
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关注国家改革发展等，都是我们应该
扛起的社会责任。
当然，作为一名记者，还有着其他许许多多责任和
义务。
我为自己是一名记者而自豪！
我作为一名记者，想宣传社会正能量去帮助更多的

陈希子

新闻采访中心

吴文谨

记者是观察者，也是记录者。他们负责搬运一种称
之为新闻的精神产品，它不仅仅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
同时也会对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产生影响！
记者是参与者，也是改造者。他们引领导向、明辨是
非，背负着向真相掘进的使命，承担着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的重任。
无论媒介形态如何改变，新闻人的社会责任永远都
在。李大钊说过：
“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这亦是我
远超越于物质利益之上的精神诉求，也是我所奋斗的意
义和价值所在。

焦姣

彭桃红

金英

张仰强

好的照片是对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特殊瞬间的永恒定格。
作为 90 后的新闻摄影记者，从一个对新闻一无所知
的新人，尝遍失败、迷茫的滋味。点滴成长与进步，得益
于日复一日的锤炼和积累，更离不开前辈的栽培与教
导。当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作为记者的一天该如何开始
和结束，当我真实地站在每一个现场、每一个被采访者的
面前时，
才明白传播和记录是多么重要的职责。
我要用镜头记录世间的真善美，记录普通人的梦想
与追求，
记录时代的发展与变迁……

用心出发 只为美好到达
专刊编辑中心

陈希子

在新闻行业兜兜转转了三年，接触过的采访对象林
林总总。这次，换成自己成了报纸上的
“主人公”，还真有
点不习惯。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闻着报纸的油墨香长大，每晚 7
点钟准时开场的《新闻联播》，也成了童年印象深刻的记
忆之一。直到自己也幸运地成为了一名一线记者，才知
道，干这行
“不容易”
。
记者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特殊群体，哪里有新闻
事件，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有过欢笑，也有过泪水。不
是没有畏难情绪，
但因为热爱，
所以坚持。

执着坚守 只因有梦
新媒体中心 章文静
从 9 月到现在，在报社工作 3 个月，作为一名记者，
我看到听到体验到的是责任，是担当，是面对困难的勇气
与无畏。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刮风下雨，只要哪里有新
闻，记者就在现场。
时代变迁，传播格局巨变，但记者的责任担当不会
变。作为新媒体中心的一员，更是担负起创新内容，创新
传播方式，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重任。
作为新人，路要一步步走，事要一件件做。成为一名
真正有责任有担当的记者，任重而道远，我会坚守坚持，
为了记者的光荣与梦想。

做新时代的建设者

用镜头记录真善美
香城都市报

金英

“以卵击石，
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
我永远站在
鸡蛋那方。
”
2009 年，
第 24 届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仪式上
村上春树说了这么一句话。彼时，
我还在读高中，
不知未来
在何方，
可是这句话包含的自由和勇决却深深地刻在心里。
直到我成为一名记者，这份职业并不像大家想象的
轻松多彩，日晒雨淋、加班加点都是稀松平常。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一枚“鸡蛋”，会碰到无法逾越的
“高墙”。所谓的记者就是，即便以卵击石，为了真相，我
们也会永远站在
“鸡蛋”这方。

阮泽华

刘震

记者应该是那个点亮火把，
照亮真实的人。
长生疫苗事件中，记者对医疗安全的拷问，促进着相
关产业的成熟与发展；港珠澳大桥开通，记者媒体的广泛
关注让国家的荣耀在国际闪光；以及最近发生的公交车
坠桥事件，让我们在唏嘘生命脆弱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
了令人寒心的真相。这一件件真实的案例放在眼前，震
惊的同时我体会到了一名记者的社会担当，也坚定了我
要成为
“火炬手”的决心。
柴静说：
“对于记者而言，通往人心之处，也许是最艰
难的一种历险”。我说
“若能常举火把，纵使满路荆棘，我
亦甘之如饴”
。

新媒体中心

汪树明

胡广

刘震

以卵击石也可完胜

夏梦琪

人……

铁肩担道义 妙笔著文章

当好点亮火把的人

香城都市报
章文静

刘念

民心所向，民心所望。作为记者，要以人民为中心，
讴歌人民，正确捕捉民意、表达民意。
打造香城泉都，建设中国中部“绿心”和国际生态城
市。作为记者，
为社会经济发展鼓与呼义不容辞。
上接天线，下接地气。作为记者，要不断学习、善于
思考、改进创新，加强自身修养，并永葆初心，始终保持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不只是这个社会的记录者，还要把握香城泉都
的发展脉搏，为这座城市更好更快发展建言献策，做新时
代的建设者。

周阳

平凡或闪耀 我始终在路上
网络传媒中心

夏梦琪

今年，是我成为记者的第３个年头，回首过去，总想
起一些难忘的瞬间。
我去过老年大学的戏曲班，一群平均年龄 60 岁以上
的爷爷奶奶演奏属于他们的乐章。我采访过电影《影》的
摄像指导赵小丁，听他讲述自己是如何给大家呈现一个
好的视觉效果。参加过咸马的比赛直播，用镜头记录奔
跑者的身影展示他们的风采……
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时代，不论是写新闻稿还是做
新闻视频，很庆幸能有机会去记录这个时代里一些美好
的瞬间。记者生涯就像是一场旅行，我始终在路上。

用心传播世间的善意
香城都市报

周阳

彭桃红

作为新人，进入这个行业时间并不算长，印象最深的
是参加端午节包粽子公益活动。在养老院，老奶奶笑眯
眯地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另外一位老奶奶在一旁给我
扇扇子，反倒感觉我是被慰问的对象，我与她们没有任何
血缘关系 ，但这并不妨碍彼此之间发自内心的关怀。对
于老人来说，陪伴是余生最大幸福，即便是陌生人，即便
很短暂，
也能真切感受到来自这个社会的暖意。
记者的职业承载着这个社会的公知与正义，
但更应该
具备人情味，
去传播人世间的善意，
我希望我的工作能给更
多的人带去幸福与安慰，
未来的日子，
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

做好见证者记录者
新闻采访中心 刘念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记者生涯是社会责任
的承担，是真理正义的坚守，是美好理想的追求。感谢记
者这个职业，它使我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深刻地领悟
到做人做事的道理；它让我学会担当，总希望能为社会进
步尽一丝微薄之力。
我喜爱记者这一职业，并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把忙
碌当充实，把辛苦当乐趣，忠于自己的职责，坚守道德的
底线，用笔将所见、所闻真实、客观地记录下来，做好时代
的见证者、记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