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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陆君

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中， 新闻界迎来了第18个中国记者节。 11月8
日，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记协成立80
华诞， 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为中国新
闻奖获得者和从事记协工作10年以上的代表
颁奖并讲话 。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
政、 定国安邦的大事， 党和国家关怀记协工
作和新闻事业 、 关心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
者， 是党和国家兴盛之象。 社会各界关心党
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 时代风云的记录者 、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关
怀给人民传播真实、 给百姓传递真情、 给社
会传导温暖的好记者 ， 是人民身心安定之
福。 因为记者有正气， 人民有福气； 记者有
锐气， 时代有朝气； 记者有担当， 国家有力
量 ； 记者有形象 ， 民族有希望 。 弘扬主旋
律 ， 传播正能量 ， 人人有方向 ， 天天才向
上。

80年峥嵘岁月， 作为 “记者之家” 有多
少深情往事可供回忆， 有多少特殊味道值得
回味。 在今年开展的 “好记者讲好故事” 活
动中， 人们看到记者们深情记录中国记者之
“家” 的故事， 也听到好记者真情讲述的一
些 “家人” 的故事， 亲声亲情让我们过一个
亲切的记者节 ， 真 心 真 意 让 我 们 时 常 想
“家 ”， 也对如何更好建 “家 ” 进行深深思
考。

家是感觉。 人间有多少冷暖凉热， 家就
有多少值得怀念的故事。 家是温暖， 是清晨
袅袅升起的一缕炊烟， 深夜照亮回家路的一
盏黄灯。 家是温馨， 是劳累过后身体依靠的
一双臂膀， 疲倦之余心灵停泊的一环港湾 。
家是温情， 是激情出发时的话语叮咛， 挫折
归来时的理解目光 。 记协是 “记者之家 ”，
首先要让记者找到家的感觉， 要让记者在权
益维护时得到温暖的归属感， 在学习教育中
得到进步的成长感， 在从业著文时扛起强烈
的责任感， 在走转改中得到快乐的参与感 ，
在成才路上受到奖励的荣誉感 。 记者有五
官， 记协有 “五感 ”， 在这里收获温暖温馨
温情 ， 有进益有获得有满足 ， 记者来到记
协， 体会 “有家的感觉真好 ”， 记协就成功
了一半。

家是味道。 世间有多少酸甜苦辣， 家就
有多少值得咀嚼的味道。 家是妈妈淘水烧制
米饭的清香， 是爸爸远方归来怀抱的舒适 ；
家是爷爷奶奶夏夜蒲扇摇动的安宁， 是哥哥
姐姐县城赶学故事的新奇。 记协是 “记者之
家”， 还得让记者感到家的味道 ， 要让记者
在辛勤采访挨饿受累时尝到家人关怀的香
味， 在舆论监督怄气受挫时闻到亲情理解的
甜味 ， 在创制精品路上感到鼓励鞭策的辣
味， 品味经历些许挫折的酸楚都是成长路上
有益的味道。 在 “记者之家 ”， 大家并不孤
单， 因为同声共忾同心同向百味共尝， 均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记者不虚此业； 因为
同事同仁勠力同担百事可为， 均为记录时代
风云人间百态， 记协不虚此行。 这里共同的
味道 ， 让记者想到共担的事业 、 共通的情
怀 、 共融的发展 ， 在时代的激流中以笔为
枪、 以键为帆、 以文载道、 成风化人、 奋勇
向前。

家是风尚。 历史有多少次千回百折， 家
就有多少亘古不变的传承。 家是春节门口必
须紧贴的喜气春联， 是饭前耳边时常响起的
祖上故事； 家是父母严肃诵读口口相传的谆
谆家训， 是淘气捣蛋受罚事事经历的条条规
矩。 在 “记者之家 ”， 领略记者之风 ， 感受
老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守望社会公平， 记
时代先声养天地浩然正气； 感念年轻后生之
神荡气回肠， 匡扶人间正义， 记人间冷暖怀
苍生羸弱百姓 。 “记者之家 ” 涵蕴正气清
风， 记者之行领时代精神， 媒体有责任， 记
者有担当， 新闻有力量； 媒体有格调， 记者
有道德， 社会有榜样； 新闻有精气神， 记者
有好形象， 社会有正能量。

家是方向。 家给人方向， 春有百花秋有
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季节更迭时序交替自
然有规律。 家给人动力， 昨天有回忆今天有
力量， 明天有信心梦想有目标， 与时俱进与
时偕行人生有创意 。 “记者之家 ”， 要让记
者找到家的历史感 ， 不忘我是谁 ？ 从哪里
来？ 到哪里去？ 不忘初心， 不忘我们是党的
新闻工作者， 记协前身 “青记” 是在党的领
导下成立， 为挽救民族危亡而生， 为帮扶国
家存续而立。 不忘本来， 不忘中国记协为共
和国富强而呕心沥血， 为人民幸福而发展壮
大， 记协人要听党话、 跟党走， 始终与党同

行、 当好纽带桥梁 。 “记者之家 ”， 要让记
者找到家的文化味， 牢记以人民心为心、 为
人民鼓与呼的工作导向， 敬畏法纪敬畏信任
的社会责任，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的职
业精神， 计利当利天下利、 求名应求万世名
的职业道德。 “记者之家 ”， 还要让记者找
到家的中国范， 有与党同心同德共跨新时代
的理论自信， 与国家同向同力共创新辉煌的
制度自信，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绘中国梦
的道路自信， 与记者们同甘苦共欢乐共画同
心圆的文化自信。

家的内涵丰富， 家的外延广博。 家是格
局， 国是大家， 家是小国， 有国才有家。 家
是文化 ， 字是血脉 ， 书是根基 ， 精神是力
量。 家是人心， 集体组成， 亲情凝聚， 有爱
才有家； 家是和谐 ， 气和同心 ， 谐声同行 ，
家和万事兴。 家有物理空间， 有屋遮风， 有
食糊口， 实在方为家； 家有思想自由， 包容
差异 ， 宽容不同 ， 有容家乃大 。 家不分大
小 、 不在乎距离 ， 也不分贫富 、 不偏倚高
低， 更不分风格、 不拘泥差异。 但不管我们
走多远， 长多大， 家永远是我们深情回望的
方向， 是我们不懈前进的源泉力量， 家永远
是我们心灵最柔软的部分， 是我们最想快乐
到达的目标梦想。

一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记协提出
建设 “记者之家” 的总目标， 意蕴深长， 既
亲切又实在 ， 这是对记协工作者的殷切期
望， 也是对新闻工作者的深沉厚爱。 一年后
的11月8日 ， 习总书记亲致贺信 ， 希望中国
记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
路， 保持和增强政治性 、 先进性 、 群众性 ，
更好把新闻工作者凝聚起来， 真正建设成为
“记者之家”， 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和发展的
目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新闻舆论工作
天地广阔， 新闻工作者任重道远。 作为全国
“记者之家”， 中国记协一定能通过努力， 务
实创新、 扎实奋进 ， 协同八方 、 联络内外 ，
让百万新闻工作者经常找到家的感觉、 尝到
家的味道， 时常受到好家风的熏陶、 得到大
家庭的温暖， 沐浴党的阳光和国家关怀， 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高举旗帜， 为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记协国内部主任）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长纪 ）长沙市纪委今天发出消息，因涉嫌
严重违纪，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委
员、 审判员陈永超和民事审判第二庭庭
长、审委会委员胡冬华，目前正接受组织
审查。

陈永超，男，汉族，1963年11月出生，湖
南望城人，中央党校函授本科。 1998年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5月参加工作。 曾
任望城县人民检察院渎侦局长、公诉科长，
望城县雨敞坪镇镇长、党委书记，望城县人
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办公室主任、 副县级审判员、 党组成
员、政治部主任。 2016年9月至今任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审判员。

胡冬华，男，汉族，1969年1月出生，湖
南衡南人，硕士研究生。 1998年5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89年7月参加工作。 曾任雨花
区人民法院副科级审判员、 办公室主任、
研究室主任，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员、 知识产权和涉外商事审判庭副庭长、
研究室主任。 2013年3月至今任长沙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正科
级）、审委会委员。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李传新）
今天上午， 2017年湖南省示范性III药品
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岳阳市举行。 此
次应急演练采用播放先期拍摄的视频穿插
现场操作的形式进行， 尽量贴近实战。 各
参演部门按照预案依次进行了事故发生与
报告、 应急响应 （IV级） 及响应升级 （III
级）、 事件调查与危害控制、 舆情监测与
信息发布、 响应终止及善后工作等5大科
目的实际操作。

演练场景为： 上午9时左右， 岳阳楼
区人民医院内科有2名患者在输液治疗中
出现呼吸困难、 呕吐等症状， 随后陆续接
到16例相似病状病例报告， 院长立即向
区食药监局和区卫计局报告， 食药监局和
卫计局迅速向岳阳楼区政府应急办和市食
药监局进行报告。

9时45分， 区应急办接到报告后， 决
定立即启动岳阳楼区IV级药品安全突发
事件应急响应， 并成立应急指挥部和相

应的工作小组。 正当岳阳楼区政府有序
处置药品突发事件时， 市药品不良反应
检测中心发现岳阳县也出现了7例类似病
例， 市政府启动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III级
应急预案。 医疗救治、 突发事件原因调
查、 有害药品追查、 突发事件危害控制、
舆论监控、 信息发布等工作有序开展。
通过对涉事单位的调查取证和样品检验，
专家组召开事故原因分析会。 岳阳楼区
人民医院发生的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引起
社会的广泛关注， 不实消息通过各种网
络传播渠道流传， 市委宣传部和市食药
监局及时通过官方网站、 微信等主流媒
体平台发布药品安全警示， 同时， 市应
急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事件处
置情况。 经市应急办指挥部各工作组调
查处置， 患者病情平稳， 无新发病例；
涉事药品全面控制， 事件原因基本查清，
市应急指挥部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
宣布终止响应。

湖南省示范性III药品安全演练
在岳阳举行
5大科目贴近实战

�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郑斌宾 ） 今天， “创青春·益三
湘” 湖南省第二届青年社会组织公益创
投大赛决赛在长沙落幕， 经过两天激烈
的答辩、 专家评审、 投票， 株洲市小动物
保护协会、 株洲市畅想慈灯社工服务中
心、 长沙市上善助残服务中心脱颖而出，
荣获大赛一等奖。

今年9月， 团省委、 省民政厅共同启

动大赛以来， 共吸引全省611家青年社会
组织参评。 项目涵盖社区建设、 慈善救
助、 生态环境、 法律服务、 扶贫、 赈灾及
救援等内容。 活动现场， 主办方还举办
了公益项目意向签约仪式， 为青年社会
组织搭建展示和筹款平台， 邀请了省扶
贫基金会、 吉祥人寿、 湖南草花互动等
40多家基金会、 企业代表， 现场共达成
自筹及意向签约公益资金逾633万元。

湖南省第二届青年社会组织
公益创投大赛落幕

�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羊漾） 104万册中文图书、 1.22万
种中文期刊、 5000个英语微视频、 1600
集少儿动画……由国家图书馆提供的总
量超过150TB的数字阅读视听资源， 你
可以在湖南省级和市级公立图书馆免费
获取。 今天， 由国家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
学会、 湖南省文化厅主办的2017年“网
络书香·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 宣传推
广项目 （湖南站） 系列活动在湖南图书馆
启动。 数据显示， 目前， 我省数字图书馆
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为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
设， 整体提升基层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保有
量和服务能力， 2011年5月， 文化部、 财
政部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数字图
书馆推广工程。

2012年，我省开始试点推广。 经过5年

多的建设， 全省数字图书馆骨干网络已初
步成。 通过实施“基层图书馆数字资源提升
计划”， 省内100余家县级图书馆可用数字
资源量达4TB。 通过实施“网络互联互通”
项目， 实现网络对接的公共图书馆可用数
字资源量超过150TB。 目前，我省所有市级
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已实现对接。 符合条
件的7个县级图书馆将进行试点，并计划在
5年内实现所有县级图书馆的网络对接。 湖
南图书馆还将安装国家图书馆统一用户管
理系统，届时，该馆读者就可以免费获取国
家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的所有数字资源。

我省的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已形成规
模， 建成了湖南地方戏剧多媒体资源库、
湖南红色记忆多媒体资源库、 湖南古村镇
古民居建筑多媒体资源库、 湖南近代名人
资源库等一批具有湖湘地方特色的文化信
息资源库。

数字图书馆免费提供海量视听资源

长沙市中院两名法官接受组织审查

建设我们的“记者之家”
———庆祝第18个中国记者节

首枚《记者节》纪念邮票在湘发行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刘园园）今天，记者从湖南邮政公
司获悉，为纪念第18个记者节，中国邮政
首次发行《记者节》纪念邮票。该邮票一套
1枚，邮票面值为1.20元，同步启用新邮纪
念戳一枚。

据了解，《记者节》纪念邮票图案采用
具有现代感的构成手法及色彩表达方式，
画面中的钢笔象征记者秉持弘扬民族精
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的专业精神
和自信风范；两侧的线条及方点构成的两
个圆形图案分别隐喻地球和现代网络体
系，表示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媒介所
呈现出的多元化、 全球化的发展态势；画
面中麦克风、摄像机、录音笔等形式各异
的采编设备图标，结合卫星及地面发射站
等元素，突出了当代记者巨大的社会影响
力；由钢笔和两侧圆形图案共同组成的一
只振翅飞翔的蝴蝶形象，寓意记者追求至
善至美，在采访报道中担负起了传播先进
文化、引领和维护和谐社会、推动人类文
明的崇高使命和社会责任。

新邮纪念戳图案由宁波邮政设计，画
面上文字记者、摄影记者、摄像记者等5个
剪影惟妙惟肖，巨大的眼睛和地球象征着
新闻记者的职业特征：即对世界的深度观
察。

11月8日上午，长沙市邮政分公司车站中路邮政网点，工作人员展示首次发行的《记者
节》纪念邮票。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