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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隐隐约约地，透过晨雾懒懒洒下来。
远山如黛，秋风微凉，霜叶初红，岁月静好。来

不及赞叹和感动，因为我的心，早已在路上。
在路上，我想把最美的风光留下来，想把最

诱人的美食拍下来，想把最真挚的笑容记录下

来。可我却顾不上欣赏、来不及品尝，哪怕眼里
有盈盈泪光，也得把自己好好地藏在镜头后面。

翻山越岭、走街串巷，追事件、赶现场，整日
忙碌，不是在采访，就是在采访的路上。在肃穆
庄严的会场，在拥挤喧闹的街头，在泥泞难行的

田间，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顶着酷暑，冒着严寒；
我们用手中的笔和相机，忠实而严谨地记录下
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动人的瞬间。

出现场的时候，便忘记了自己的节假日；赶
稿子的时候，分不清白昼黑夜。疏远了朋友，忽
略了家人，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可你若是问我，是否爱自己的工作？我会

毫不犹豫地说，爱！因为爱这一方土地，更爱生
活在这土地上的人们。所以我热爱我的工作，
热爱每一个让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的瞬间。

想到自己便是这些瞬间的亲历者和记录者，心
头便生出莫名的使命感来。

“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
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

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

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
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

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
苦难……我们看着你，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
我们就是你们的一部分。”二十年前看过《南方

周末》1999年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
流满面》，一直记着这段话，如今想起来依然感
慨万千。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
实，除了正义的号角，除了内心的热爱……

热爱是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让我

们精神抖擞，让我们笔耕不辍。因为热爱，所以

倾情！把这一腔的热情，倾注到每日琐碎繁杂
的工作中。即便是辛苦，也毫无怨言。每一个
明天都是值得期待，我们不知疲惫地去记录、去

寻找、去发现身边每一个值得记录的瞬间。也

许这就是“记者”这个职业最大的魅力。
时间匆匆前行，你、我、他在这片土地上，用

汗水谱写自己的人生。生活的变化日新月异，
时代的发展蓬勃向前，即便我们终将老去，但这
时光却应该被永远铭记。我们的工作，就是把

这段路程记录下来，然后告诉读这篇文章的你。
平常的一天，人们行色匆忙，擦肩而过的瞬

间，我们习惯性地看向他们的脸庞，揣测着他们

此刻有着什么样的心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
活轨迹，喜悦或是心酸，都藏在心底深处。而我

们的工作，就是追随着他们的轨迹，把他们的故
事记录下来，定格成小小的方块，然后告诉读这
篇文章的你。

每一段文字都用指尖，慎重地敲出；每一张
图片都用心，细致地裁剪。这是你们的故事，可

实际上，我们就是你们的一部分。

又是一年记者节，我和我的同事们，仍然在
路上。唯有热爱，才能容得下风雨兼程；唯有热
爱，才能敌得过岁月悠长；唯有热爱，才能让人
倾其一生，无怨无悔！

因为热爱 所以倾情
苏雯

严格说起来，我并不觉得自己做过真正的记者。
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天天扛着摄像机到处跑，后来又有

幸担任了全区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专题片的策划与撰稿人，

偶尔也被领导逮去临时补位，顶上因故派不出记者的场合，所
以也曾飘飘然地认为自己是做过记者的人。

年轻总是习惯用盲目的自信掩盖自己的无知。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给别人说起自己的职业经历时，都

骄傲地说自己曾经做过记者。
这种骄傲，来源于记者被誉为“无冕之王”。在我的内心

深处，仿佛做过记者，就要高人一等，或者胜人一筹。
却不知，正因为这种心态，就已然让自己失去了一个真正

的记者的修养。
柴静曾经说过一句话：“记者就是记着。”

什么是记着呢？
记，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词语。从言，从己，通俗讲，说

自己的事，就是记。远古结绳记事是为记，历朝历代史书是为
记，个人私密文字是为记，新闻宣传报道是为记。凡反映个人
或大众正在发生或者发现的事物的活动，均可谓之为记。

既然是发生或者发现的，就必有一个前提：所记之事之物
均应为真实之事，无论是事件、人物，还是心情、心绪，均应以
真实为前提，真实的反应与表达，才称之为记。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专门从事记录职业的人应运而生，
称之为记者。

记者的天职，就是真实记录自己生活的时代，用其职业化
的眼睛观察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以专业化的手段予以记录和
呈现。正所谓的“记者就是大众的眼睛。”

既然记者是大众的眼睛，那么，你所记着的，就必须是真
实的，不能对大众有半点敷衍，或者半点隐藏。

换言之，只有真正敢于真实面对自己灵魂的人，才算是具备
了一个记者起码的基本条件。

作为一个记者，每当你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就意味着真实、

真相将被呈现出来。而真相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不愿为人
知、不能为人知的秘密。而这，就是记者是否敢于真实面对自
己灵魂的时刻。首先是面对重重迷雾，有没有拨开乌云见日出
的本领，能不能抽丝剥茧地把真相搞清楚，这不仅靠恒心与耐

力，更要靠智慧与勇气。其次，就算你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把真
相掌握了，面对方方面面的危险，或者诱惑，你敢不敢，或者愿
不愿意把真相公之于众。最后，才是当一件事情尘埃落定之

后，你面对从这个事件中走来的自己，能否做到心安理得，有没
有敷衍自己的良心与道德，有没有曾经哪怕一丝毫的妥协，或
者屈服，甚至于背叛。

真相是公平正义的基石。我们每个人的骨子里都有着与生
俱来的公平正义基因，谁都不会一开始就想要虚伪地对待自己

或者别人。只是随着生活的磨砺，一些人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

为了追逐虚妄的镜像而陷入并不真实的境地之中。作为一个记
者，如果你能坦然面对自己的灵魂，敢说自己从来未曾背叛过一

个记者的职业操守，每一次都真实记录和反映了你所看到的，那
么，你可以称之为一个真正的记者。

还记得高中时代的一个同学，曾在毕业纪念簿上写下她
的理想：长大之后想当一名记者。时光荏苒，早已过了不惑之

年的我们，再聚会之时，大家当年的梦想激情

已然风平浪静。远嫁他乡的人生处境让她最

初的梦想已然模糊不清，但她却告诉我们，不
管怎样，她一直坚持做最真实的自己。我们为

她鼓掌，她从骨子里坚守着真实，虽然没做一
个记者，却活出了记者的操守。

每个人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
总有一些人，活着就已经很不容

易，每一步都被生活裹挟着向前奔
跑，或许根本就没有与自己灵魂对

话的时间和机会。如是，就算曾经
敷衍了自己的灵魂，似

乎也是情有可原，是可
以被原谅的。

但如果夜深人静
之时，坦然面对镜子中

的那个自己，想起曾有

过的低头、妥协，甚至
背叛，与虚妄，内心深

处，是否对真实的自
己，抱有一丝遗憾，或

者歉意呢？
如是，我坦言，自己并

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记者。

我并不是记者
李大伦

我们都是这块大地上的过客，匆匆忙忙中

来来去去，冷不防看一眼周围的风景，那漫天飞
舞的阳光，在我们的眼前消失到宇宙的边界里，

不见了踪影。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自己给自己
的羁绊，把自己定位在东南西北的某年某月中，

那一个定格，也许是被记录在地球的磁场里，成

为一道无法寻找的记忆，散失在无垠中。
我搜寻着那一道记忆，让它呈现于人们的

眼前，让人们感觉到那是一道亮光，然后浓缩成

为人类文明的结晶。我虽然没有见过你，却从

此认识了你！不管距离的远近、时间的长短，数
千年甚至数万年里，人们可以生活在一个叫做

“地球村”的小村庄里，嚼着可口的面包，品着香
甜的红酒，获取天南地北的信息“营养”。

记者，是洪荒宇宙中的能量传递者！这个
论断，出自我的思维，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别以

为我也是一名记者，其实我没有当过一天记者，

顶多在某报上有过“本报通讯员”的记录。但我
认识很多的记者，他们的存在，确实是一股能

量，或者说他们是能量的蕴含者。据说，在现今
可以探测到的宇宙恒星系统中，还没有发现一

颗恒星或行星有如地球一样的生命存在。地球
的生命存在和延续，离不开能量的传递和物质

的循环，而物质的循环和不生不灭，却正是能量
传递的载体。牛儿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却

是牛奶，这是能量的高度浓缩，然后才有了牛奶

的价值。记者就是把草转化成为牛奶、供人们

享受和获取能量的牛。

远在老家的村支书给我发来一条微信，说是
郑记者又到山村扶贫帮困，给几个贫困生送去了

学习用的纸笔和书籍，还把山乡的美景和美食在

市里的日报上进行了报道，山村里来了很多城里
人，给村里带来了项目、资金，把村里面那些古色

古香的土巴房、青砖屋、灰瓦檐、神龛柜，甚至古
族谱、古书籍展现在外界面前，市里的文化部门

还策划了“晒书节”“民居节”，为封闭的乡村带火

了旅游，带动了农民致富。这股能量，揭开的是
尘封文明，掀起的是乡村振兴！

我想起红军长征。《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

在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从江西瑞金出发，

踩着当年红军的足迹，一步一步，一天一天，完
全遵循当年红军长征的时间和线路，用368天的

时间，途经 11个省区，于红军长征胜利 50周年
后的同一天抵达陕北吴起镇，成为红军长征之

后徒步走完长征全程的第一人。在路上，罗开

富吃尽了苦头，风霜雨雪，艰难险阻，伤病饥饿，
缺氧疲惫……无一不随时侵蚀着这位记者的身

体和灵魂，但沿途老百姓对红军的追忆和尊敬，
使得他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在没有手机、电话、

电脑的条件下，每天走路、采访、写稿十七八个
小时，以顽强的意志如期走完长征 25000里路

程，真实记录了 368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
想。这股能量，是红军长征精神的延伸和再传

递，更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诠释！

当一名记者是我曾经的梦想。当我的“豆
腐块”在报纸的一角出现，当我的名字与“本报

通讯员”并列在一起的时候，我兴奋莫名，倍感

自豪。我的老校长说，要是署上“本报记者”那

就更牛了。我是有一股子牛劲的，就真的去报
社，参加了招考记者的笔试，成绩很理想，然而

在面试环节，我却连新闻五要素都没有答完全，

呵呵，想象中那种肩扛摄像机、手拿采访本到处
采访的梦就此破碎了。从此，我与记者这个职

业无缘了。但我没有忘记那些鼓励我、支持我
去报考记者岗位的老记们、编辑们及

报社的领导，他们的话语犹在耳畔：

“阿勇，记得经常来稿哟！”这是一道无
声的鞭策，从我及众多记者笔下流淌

出来的，是一股清流，把我们身边发生

的新闻传递给了世界。

文笔只是一种工具，文字也只是
一种载体，它们需要承载人们的思想

和灵魂才有意义。我认识一位报社的
记者朋友，她时常写一些小品随笔，譬

如一片树叶，一缕阳光，一块绿地，在
她笔下总是能够引申出一种人间的真

情来，犹如家长里短，娓娓道来，软绵

而不腻味，如那《庭院深深深几许》“邻
居的杜鹃花，总是剪得整整齐齐，早春花开时，

像是一块块彩色大蛋糕，我的花却从来未曾修
理，东支西岔地，开得舒舒服服。”就这样朴素而

自然。她说，她写文章没有告诉人们大道理，只
是传递给人们一股清新的空气，或者一抔清凉

的泉水，给人们带来热爱生活的正能量，那就足
够了。

诚然，记者，就是记录历史和生活的人。对
历史和生活的如实记录，正如地球磁场里对时

间和空间的定格，刻录于四维世界里，成为一股
可资传播的正能量。如此，这个世界才会更加

精彩！

记者，能量的传递者
余道勇

接到编辑打来的记者节约稿电话时，我正
在海边休假，凉凉的海风一下把七年的记者时

光送到我面前，操着蹩脚南川话采访的我，蹒跚
在泥泞小路上的我，深夜缩在电脑前听录音的

我，顶着烈日去工地的我，金佛山上冻得瑟瑟发
抖的我……正是经历了各式各样的“我”，才有
了此刻内心笃定、不惧风雨的我。

离开记者岗位已经两年多，可每每回想起

来，都感恩于怀。2010年夏天，刚刚大学毕业的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新华路 1号，爬了六层

楼梯后走进一间大大的办公室，这就是南川日
报社记者部，当时根本没有想过我会和这里紧
紧相连。一个月实习结束后，我机缘巧合成为
一名正式记者，内向不善交流，又是“半路出
家”，我的专业素质、文字功底相形见绌，要么没
有稿子写，要么写了稿子要不得，头两个月，任

务就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令人感
动的是，我没有受到斥责和批评，同事们也给了
我莫大的帮助，告诉我慢慢来，谁都有这么一个
过程，让我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第一次得到认可是在民主下乡后写了几篇
发展榨菜产业的稿子，评报会上点评时说写得
很鲜活、接地气，让我找到了久违的信心，也摸

索出一些采访和写稿的技巧。慢慢地，我“上
路”了，我的南川话也跟着“上路”了。在重庆读

书四年没学会重庆话的我，在南川当记者半年，
一口地道的南川话流利到我自己不说，别人都

不知道我是外地人。或许是下乡让我尝到了甜
头，我总爱到乡镇去跑新闻，因为真正走到田间

地头，走到柴米油盐中间，收获远不止几篇新闻
稿件，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一次敞开心扉的畅
谈、一碗香喷喷的油茶，让我体悟到一种信任、
一份期待，更让我汲取到一股力量。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那个叫陈婧的小女孩，
父母在外打工，她和8岁的哥哥用瘦弱的肩膀守

着家，每天挑水、做饭、喂猪、上学，小心翼翼却
又无比强大地活着。我的采访本上，留下了她
写的名字，那两个字，秀气中透着一股子坚毅。
以后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我总爱看看
这个名字，让我拥有勇往直前的能量。

自由下乡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2012年
5月，我转型成为一名时政记者，跟随开会、调
研、视察成了常态，肩上的担子更重。时政稿
件具有非常强的政治性和严肃性，绝不能犯错
误，但是活动多、人员少、时间紧，这就是我们
跑时政新闻的真实写照，金佛山上一天下来本
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回到办公室八九点了还得

坚持听录音、写稿子，因为身后还有一大群人

等着这篇稿子，而且第二天一早又要出发。跑
会议新闻也好不到哪里去，经常是上午开会中

午写稿，下午开会晚上写稿，因为要赶着时间
将稿子送审。身体上的累还好，精神上的压力

更折磨人，只要电话铃响神经一下就绷紧，心
想肯定是稿子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我到现在

听到当时的手机铃声还会紧张。可是每每劳
碌过后，看着第二天变成铅字的稿件，我却拥
有一份踏实，知道自己能干一件事，能干好一
件事。

如今，我依然从事着宣传工作，也经常麻烦
报社的兄弟姐妹，甚至还把自己当成报社的一

员。早上到单位，总是先打开《南川日报》数字
报，看看那些熟悉的名字今天又写了什么大
作。晚上回家，路过传媒大厦，总会抬头望望灯
火通明的 12楼，是不是他们还在组版校对。闲

暇时，看看写过的那些稿件，一个个鲜活的面孔
都仿佛在我面前和我述说他们的故事。虽然离

开了那个曾经至爱的记者岗位，但我仍然关注
着我的同行，关注着这张报纸，因为这薄薄的一
张纸，承载着我的青春和热情，记录着我的坚定
与成长。

每年都有记者节的专版，可我总因为采访、

产假等完美错过，每次记者节的大合照也没有
我，这次约稿，总算可以弥补遗憾，不会太晚，因

为对报社的这份感情永远热烈。

我与记者
王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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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相逢
就从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