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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贺威

参加“新春走基层 ”采访活动 ，令我

欣喜。 曾经听一位老报人讲，“只要你到

下面走一走，一定有写不完的题材。 ”我

也相信，作为年轻记者，到一线去 ，投入

到火热的生活中，在百姓中吸取营养，会

大大地促进我的成长。

娄底市城郊的中阳村进入我的 “眼

睛”，是由于“听说”。 在“听说”中，我振奋

于村民那种不屈的奋斗精神。

来到村里， 很快就被村里园林式的

村貌和一栋栋别墅吸引了， 打小就长在

农村的我面对此情此景，只有“震撼”

2

字

可形容我的感受。 村党支部副书记“口述

历史” 中一幅幅农民艰苦打拼的画面在

我脑海中活灵活现，这个诚恳踏实、抱团

发展、反哺感恩的群体让我深深感动。

农民们通过艰苦历练， 成功变身产

业工人或老板。 我从新闻的角度审视他

们的转型，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示，这也

是深入基层采访， 用最鲜活的事实说话

的魅力。 基层人物、场景有如新闻大餐的

主料；收获的思考，则让我的报道有了让

自己激动的成就感。

现场观察、到村民家里作客、与支书

聊天、侧面了解……采访中，我十分注重

细节，当这些东西都搜罗到我的手中，心

里的 “文章 ”就有数了 ，我原先所抱有的

种种疑问都自然化解了。 深入基层的实

践， 让我认识到， 只有深入全面掌握事

实，笔下所写的东西才是鲜活的，才是真

实的，才能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

稿件见报后，我给村里“报喜”，村民

们高兴地感谢我为“村里说话了！ ”我把

整个采访写作经过又津津乐道地讲给一

位好朋友听，他也乐呵呵地打趣：没啥说

的，阿威多为咱老百姓说话！ 作为党报记

者，这次行走基层的经历让我深感，只有

真正深入基层，才有说不完的话。

本报记者 冒蕞

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前提下，如何让新闻

变得鲜活起来、好看起来？ 答案可能有很多

种。 今年春节期间参加“新春走基层”报道，

我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越贴近，新闻就越鲜活。

2

月

5

日，农历正月

初三，我和湖南日报社驻邵阳记者站站长蒋剑

平一起，来到邵东县野鸡坪镇盛丰村，一睹当

地独特的传统文艺表演车马灯，写了《喜看盛

丰车马灯》一稿（《湖南日报》

2011

年

2

月

15

日第

8

版）。 当走在通村公路上看着路旁一栋栋新房

时，当和村民们面对面交谈时，当坐在农家桌

前与村民一起吃晚饭时，我们获得了大量新的

真实的信息：他们的故事、他们对于生活的感

受、他们生活的变化、他们的精神面貌……这

些信息都是充实我们的稿件、让稿件变得生动

鲜活起来的重要元素，任何笼统的数据在这些

信息面前都会显得干枯而乏味。

越贴近，群众就越喜闻乐见。 得知自己

的故事会被《湖南日报》报道，盛丰村

64

岁的

刘公平老人乐得合不拢嘴。 他带领的

30

多名

传统文化节目表演者也纷纷表示，要把这期

报纸“收藏”起来。 他们爽朗的笑声和淳朴的

愿望告诉我们一条重要的道理：越是贴近群

众生活的报道，越会受到群众喜爱，也越能

鼓舞人、激励人。

越贴近，越能感受到人民群众的可敬可

爱。 采访时，得知我们是《湖南日报》的记者，

盛丰村的村民们很是激动， 有的表示感谢

《湖南日报》对农村的关心，有的说记者在过

年时还来基层采访“不容易”。 很多村民盛情

邀请记者去家里坐坐。 晚上，我跟着表演队

走家串户“排灯”时，不小心掉了队，求助一

位过路的老乡。 他二话不说，打着手电筒陪

我追了两三里路，才赶上队伍。 村民们的友

善、质朴和热心，让我感动不已。

基层是新闻的富矿，群众是新闻报道的

主体和服务对象。 只要深入基层、贴近群众，

就不愁稿件写不活、写得不好看。

本报记者 李继峰

从

1

月下旬起， 本报以

14

个市州记者站为

主体，组成近

20

支采访小分队，深入边远山区、

少数民族地区、灾区、重点建设工地等，和基层

普通群众打成一片，促膝交谈，生动感受到了

各地群众欢度节日的喜人景象，感受到了我省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受到了各地

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的显著成果。记者们用文

字、图片记录下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言，

形成了《新春走基层》这一组生动感人的报道，

读来如春风拂面。

温暖，是寒冬里记者们最深刻的感动

各地政府重视民生， 关心困难群众，做

了大量实事好事，为数不胜数的群众解决了

当下和长远的许多困难 ， 群众的一张张笑

脸、一句句朴实感恩的话语 ，令记者们心中

暖流激荡。

中方县花桥镇建起了宽敞明亮的敬老

院，五保老人们有吃有穿有玩有乐 ，天天笑

语欢声———“寒冬腊月天不冷， 党的关怀暖

人心。 ”

宜章县城关镇水浸窝村梅家田自然村

只有

5

户人家，一直没有电。 郴州市发起实施

“偏远无电户地区太阳能风光互补独立供电

系统示范工程”， 为全市

4000

多户无电户一

户一户免费建起独立供电系统。 一名村民给

远在外地打工的儿子打电话：“家里有电了，

你们一定要回家过年啊！ ”

双牌县茶林乡全药冲村去年

6

月

20

日遭

遇特大泥石流， 虽然组织村民撤离及时，无

一伤亡，但

16

栋房屋被掩埋。省、市、县领导很

快来到村里慰问 、指导 ，县里各有关部门为

受灾户发放补助、协调贷款，帮助新村选址、

设计，乡里出资为灾民新村平地、修路，村干

部一直守在施工现场，仅仅半年时间，

16

户受

灾户全部住进了新房。 他们用红红的对联表

达他们的感恩———“洪水无情天无意， 国家

有意党有情。 ”

益阳市资阳区张镜清一家极其困难，

55

岁的张镜清没有工作，丈夫和两个儿子均患

有精神病，一家长期住在透风漏雨的旧木板

房里 。 市委书记亲自赠送她一把廉租房钥

匙，政府为她解决了低保 ，社会各界和街坊

邻居给她家送米送衣送慰问金 ，她说 “全家

要热热闹闹过个年！ ”

记者们感叹：党和政府有大爱，社会人间

有真情。 有情有爱，就有希望！

巨变，让记者们倍感振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三湘大地上如

火如荼，短短几年时间 ，“山乡巨变 ”史无前

例，记者们倍感振奋！

“这里简直就是‘都市的乡村，乡村的都

市’！ ”北起皇图岭南至菜花坪，

106

国道横

贯攸县中部，沿途一座座溢彩流光的小城镇

与其两翼的一个个美丽村庄连缀一体，浑然

一幅田园风光与都市风情辉映成趣的“百里

长廊”新农村画卷。 这里正崛起“水系共享，

阡陌相连 ”的

13

个粮食主产乡镇 ，它们是该

县以农业综合开发国家项目区建设为契机

致力打造的“湘东粮仓”。

娄底市大埠桥办事处中阳村，是娄底市

有名的输变电安装专业村，家家户户盖起了

别墅。 每年正月初八，在外的老板们会自发

聚在一起 ，听老支书做工作报告 ，然后就开

始掏钱支持村里的公益事业。 路灯、绿化、水

泥路、大桥都是大家凑钱修起来的。

常德市西湖管理区西洲乡西洲村去年

投资

40

余万元， 建起了自己的文化广场，包

括一个室内活动场所 、一座戏台 、一个篮球

场，集健身、文体娱乐、文化教育诸多功能为

一体。

2

月

7

日，全村

2000

多群众载歌载舞，庆

祝村里的文化广场落成。

记者感言：三湘田野上的希望之光已成

燎原之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图

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萌动，记者们听到了春芽破土的声音

离开繁华的城市 ， 记者们走进边远地

区。 虽然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 一些地方还

比较贫穷，但记者们所到之处都能听到春芽

破土的声音，顿感欣喜。

木龙冲村是常德市鼎城区最偏僻的一个

山村，“茶枯岩”使经济作物难以发展。村党支

部一班人坐不住了，年前请返乡农民工、优秀

党员、致富能人代表吃年饭，目的只有一个，

为村里经济发展问计。 几盆炭火、一壶米酒、

满屋热话。 村里决定年后就做

3

件事：请省市

专家“把脉会诊”，确定林果业主攻方向；尽快

改善交通、水利条件；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希

望村里在外的能人回村创业。

溆浦县思蒙乡白山坨村，由于不通公路，

守着宝山受穷。 在外打工的向延全放弃每月

6000

元的高薪，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上任第

一件事就是组织修路，经过一年苦干，终于修

通了

12

公里山区公路， 全村致富的大门豁然

敞开。

正月初三， 偏远的桑植县陈家河镇陈家

河村的农家书屋里就热闹起来，看书查资料

的、上网找信息的，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从去

年

4

月农家书屋建好以来，村民通过在农家书

屋学习，上了致富项目的就有十几人。

记者们感叹：只要农民们觉醒了，致富路

上的障碍就如同一层窗户纸，用力一捅就会

豁然洞开另外一重天！

《新春走基层》 这组报道虽然只有

20

来

篇，却犹如三湘大地上一幅壮丽生动的立体

画卷。 记者们感同身受，带着许多问号而去，

带着满腔激情而归。这番与春天的激情拥抱，

使他们的脚在大地上扎得更稳，心与群众贴

得更近，更觉肩上的担子、心头的责任是那般

沉甸甸。

.

与春天的激情拥抱

越贴近就越鲜活

■

记者体会

2

月

17

日， 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路街道长坡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一道， 送上鲜花、 蛋糕、 棉衣等物， 为孤寡老人姜教英庆贺

90

岁

大寿。 姜教英老人上世纪

50

年代丧偶， 独居至今。 多年来， 社区居

民都把她当成自己的亲人， 时常送来米、 面、 菜等物资， 帮老人打

扫卫生、 照顾起居， 每年都给老人过一个热闹的生日。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曾向东 摄

本报

2

月

17

日讯 （通讯员 严芳 金中平）

近日，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农

业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力使企业在科技

创新、技术开发、人才培训等方面得到国内知

名高校的科技支持， 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注入

更为强劲的科技动力。同时，大康牧业董事长

陈黎明被湖南农大聘为客座教授。

据悉， 此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时间为

5

年。

签约之后， 湖南农大将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专

家、教授到大康牧业的养猪场或养殖户家中，

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并承接全省生猪养殖的

产业转移。此外，大康牧业将得到湖南农大在

种猪选育、动物营养、饲料配方等方面的科技

支撑。 大康牧业作为湘西规模最大的生猪产

业的龙头企业， 已于去年

11

月

18

日成功登陆

国内资本市场， 成为怀化农业产业首家上市

公司。本次与湖南农大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将

使企业在科技创新、技术开发、人才培育等方

面得到有力支持， 对湘西乃至我省生猪产业

的快速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大康牧业

“牵手”湖南农大

八国集团与

G20

（

046

）

八国集团（

Group of Eight

），指的是八大

工业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

大、日本，加上俄罗斯。 在

8

个国家里，除俄罗

斯之外的

7

个国家是核心成员国，也就是以前

的七国集团（

Group of Seven

）。 八国集团成

员国的国家元首每年召开一次会议， 即八国

集团首脑会议（简称“八国峰会”）。

2010

年

6

月

25

日至

26

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 “八国峰

会”结束后，接着又举行了由

20

个国家首脑参

与的高峰会议，也就是“

G20

”。

“

G20

”是在原八国对世界经济协调能力

日渐式微以及

2008

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的背

景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 随

着世界经济复苏势头的发展以及欧洲主权债

务危机等新因素的出现， 二十国集团成员各

自面对的情况发生不同变化， 出现不同的宏

观经济政策主张， 成员国间进行合作的政治

意愿有所下降。为适应这一变化，多伦多峰会

为各国留下了按照各自节奏采取 “有差别与

酌情而定的”经济政策空间。这在当代国际经

济关系中意义重大。 在推动二十国集团机制

化方面，多伦多峰会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决定

第六次峰会将于

2011

年在法国举办，

2012

年

峰会将在墨西哥举办。 在未来峰会举办国中

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身影。 在今后世界经

济协调发展的进程中， 发展中国家必将发挥

更大的影响。 文字整理 陈英明

■

学习的力量———

三新知识竞赛： 每日一题

本报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欧阳友忠

2

月

15

日， 宁远县文庙广场彩球高悬，几

十个塑料棚一字排开。 伴随着《喜洋洋》的音

乐声 ，人们一早就从四面八方涌来 ，不一会

已人山人海。

“就业不必走远方，岗位就在家门口”。原

来，宁远县委、县政府在这里举行企业用工大

型招聘会，提供近万个工作岗位。

2

月

15

日是

招聘会第

4

天。

天堂镇刘子用村

40

多岁的村民何荣志、

施光霞夫妇，一直在广东东莞一家鞋厂打工。

他们听说县里举行招聘会，

2

月

15

日一早就赶

来了。格林玩具、锦阳手袋、新美雅陶瓷、莲花

水泥、 伟明服饰等

20

多家工业企业和县内

10

多家酒店、超市设下的摊点像龙门阵，让何荣

志夫妇看花了眼。他们走到咨询服务总台，拿

了一本“进城务工必读”及其他资料阅读，一

时拿不定主意。夫妻俩又到别的摊点看了看，

经过仔细比较， 与辉盛鞋厂签下了劳动用工

合同。 何荣志说：“这家鞋厂工资跟广东差不

多，还有全勤奖、工龄奖、夫妻套房。 而且，双

休日小孩来厂里有免费午餐。 ”

据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周胜明介绍，去年

该县承接产业转移，新办了

10

多家规模工业企

业，出现

4000

多人用工缺口。县委、县政府抓住

春节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有利时机，组织举办

这次为期

10

天的企业用工大型招聘会。

家门口就业称心如意

■

述评

新春走基层

深入基层就有说不完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