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犹如一盏明灯
□向民贵

我和湖南日报结缘， 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回乡当
教师的日子里开始的。

虽身居乡村， 但我不愿庸庸碌碌地生活一辈子， 于
是拿起笔来写新闻通讯、 调研文章。 当处女作第一次在
湖南日报上变成铅字， 心情激动万分。

我不断地采写， 稿件被湖南日报采用也多了起来，
我也因此改变命运。 1989年， 我被调到泸溪县教委负
责综合信息工作。 从此， 写作天地广阔了， 发表的作品
也更多。

1998年， 我调任泸溪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这使我
拥有了更多的写作机会。

20多载的新闻生涯， 我始终抓好“重头货”， 唱好
“地方戏”。 2010年5月， 我采写了 《泸溪提升农村教师

待遇》 发到湖南日报， 编辑编了一条短消息， 领导审稿
说可以再做大， 便派两位记者与我一起采访。 我们采写
的 《泸溪斥资千万给农村教师加薪》， 上了湖南日报头
版头条， 并获当年湖南新闻奖一等奖。

2006年7月， 我得知兴隆场镇巴斗山村支书杨兴刚
身患癌症、 倾家荡产坚持4年修“天路” 的感人故事后，
顶着烈日， 爬上了泸溪海拔最高的巴斗山村， 一头扎进
农民家中和工地采访。 几天后， 一篇题为 《巴斗山壮
歌》 的长篇通讯被湖南日报刊载了。

时隔4年， 号称湖南“青藏高原” 的巴斗山村“天
路” 修通， 我又马不停蹄前后9次爬上巴斗山深入采访，
报道先后在人民日报、 新华社、 湖南日报等60多家媒
体推出。 之后， 杨兴刚被评为“感动湘西人物”， 并获
湖南省劳模的荣誉称号。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20多年来， 我与湖南日报
相识、 相知、 相伴， 在她的精心培育下， 连续9年被评
为湖南日报优秀通讯员。 她犹如一盏明灯， 照亮了我的
漫漫人生之路， 助我进步， 引我前行。

（作者系泸溪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没想到这一辈子， 能与湖南日报相交相知。
对湖南日报的认知， 是从听读它的权威社论和重

大事件开始的。 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 在乡下， 传达
学习重要指示， 领会某一大事件的精神， 村里会让大
伙拢在一起， 学习省报的文章。

记得很清楚的是， 1976年毛主席逝世和随后粉碎
“四人帮”， 一连串大事的发生， 在乡下引起骚动。 大
家心里打鼓， 不晓得如何是好。 这时我们会经常被召
集起来， 百十人坐在禾场里， 看村支书捧起湖南日报，
一字一顿地诵读着上面的消息和社论。

那时没有电视， 收音机都是奢侈品， 买不起。 好

在有湖南日报， 它成了我们了解外界消息的
来源。

那是一扇窗， 将外面世界的“清新”， 送入乡下闭
塞的角落， 让我们心里能透气。

当时20多岁， 匍匐于田地， 高大上的报社， 在我
的心里， 很近却也很远。

后来， 改革开放， 我走上了创业之路， 做起了面
条。 在一般人眼里， 生意人是不太在乎时政的。 我却
时常关注大政方针的“风向”， 因为我晓得， 这会在大
的层面上， 决定生意的方向。 我阅读的媒介， 主要是
湖南日报。

真正与湖南日报结缘， 是在2007年。 那一年， 也
是公司发展的转折之年。

当时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十分走俏， 供不应求，
订单雪片似的飞来。 产能受限， 我便决定到河南产优
质小麦的地方去建厂， 以节省物流成本。

所谓祸福相依。 正当我决定甩开膀子， 准备大干

一场时， 突然市场上流言飞舞。 有说我的产品质量有
问题的， 有说我准备跑路的， 不一而足。

也就在这时， 湖南日报的记者， 经过认真采访，
写了一篇 《克明面业挺进中原》 的新闻， 报道了公司
走出去发展的状况。 新闻刊发在湖南日报的重要位置
上， 客观上为我正视听， 为我“平了反”。 随后， 记者
又经过多次调查采访后， 写出了 《“面痴” 的竞争力》
的通讯， 发在一版头条位置， 让读者能了解我是怎样
从一个作坊里走出来的；为了“一面之交，终生难忘”，我
是怎样去努力的；我的经营理念到底是什么……这些新
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先后被各大网站转载， 为公司
的发展注入了很大的正能量。

与湖南日报结缘， 相信有许多读者， 成为了公司
产品的消费者。 把事实告诉读者， 让事实证明公道所
在， 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党报的力量。

（作者系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有很多时候， 我羞于表达自己的爱与感恩， 总固执
地认为， 还有什么地方比藏在心底更永久更放心呢？ 另
外， 就好似暗恋某人很久， 突然要将之公布于众的感
觉， 怪不好意思。

2005年10月底， 我遭遇了人生中最严重的困境。
因为我带的旅游团队在陕西遇到车祸， 我被卡在车座位
里， 不能出来， 我对前来救援的警察说： “我是导游，
先救游客。” 后来， 我的右腿因为耽误太久被迫高位截
肢， 我成为一个残疾人天天躺在家里。 当年12月中旬，
湖南日报记者来湘潭采访， 写了一篇报道 《生死瞬间，
情动天地》。

当时， 媒体上充斥着诸如旅游陷阱、 导游回扣等等
报道， 我们旅游从业者的行业社会形象面临困境。 湖南
日报的这篇报道， 让更多人了解了旅游行业， 了解导游
工作不再是“回扣”， 更多的还有责任与艰辛。

有位导游朋友曾对我说， 看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
仪牵着我的手走进人民大会堂时， 很多导游泪崩。 她们
说， 终于有人为我们导游从业者“正名” 了。 当时， 正
是2006年“全国优秀导游” 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

开。 身为一名旅游从业人员， 我心怀感恩， 感恩湖南日
报真实的报道为导游“正名”。

很多人羡慕我可以重回校园， 完成自己的梦想， 很
少有人知道我也曾是追梦路上的逃兵。 当年， 出租屋的
天花板被盯穿了， 我也想不出自己以一个“残疾人” 的
身份如何度过未来的日子： 坐着轮椅， 支个小摊， 守着
槟榔香烟度日， 或是整日待在家中， 折些绢花手工……

家人朋友都不敢提这个话题。 我原来的梦想是去大
学读书的， 但突如其来的事故， 使我放下了我的梦想，
努力适应成为“残疾人”的生活。在颓废迷茫中，是社会各
界的关心和帮助，让我能够坚持梦想，得以进入湘潭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学习。

感恩， 在人生面临抉择的岔路口， 遇到了这么多真
心爱护我的好心人。 没有你们， 就没有今天的我。

某次活动， 与人喝铁观音， 我问第一道茶为什么要
倒掉？ 那位安溪人说， 我们的第一道茶最香最好， 要倒
在地上献给天和地， 因为大地才有茶树孕育生长， 风调
雨顺才有好茶。 所以每次喝茶心中都要感恩天地。

感谢湖南日报， 感谢一路走来关心支持我的各级领
导与长辈， 我的家人与朋友。 每天入睡前， 想到你们就
很幸福， 我想就这么一直幸福下去。

（作者系湘潭市旅游局干部、 全国道德模范）

缘说湖南日报
今年恰逢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历经60年， 回顾、

总结杂交水稻发展的进程， 媒体的宣传起到推波助澜
的作用。 这其中， 与湖南日报的报缘值得好好细说。

湖南日报是较早报道杂交水稻的媒体。
我与湖南日报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59年， 当时

我还是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分到安江农校任教的青年教
师， 教小麦课程， 因组织了一次现场教学———“小麦
田间总结”， 把课堂搬到了田间， 后湖南日报以 《理
论知识与生产实践并重———黔阳专区农学院 （即“安
江农校”） 实行教学、 生产劳动、 科学研究三结合，
提高教学质量》 为题刊发了报道， 宣传安江农校注重
把生产实践与理论知识结合的教学模式。

湖南日报对杂交水稻的关注缘起1973年。 这一年
杂交水稻“三系” 配套成功实现， 我在“全省农业学
大寨” 80名先进个人之列荣登湖南日报光荣榜， 此
后湖南日报发表了 《三系法杂交稻研究成功》 的报
道， 从我内心来说对后来突破杂交水稻优势关和制种
关是起到激励作用的。 随着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大面
积推广， 湖南日报加强了对杂交水稻的报道， 当年12
月16日， 湖南日报同时刊发了 《我国成功地培育出能
够大幅度提高产量的杂交水稻》、 《杂交水稻是怎样
培育成功的》 两篇文章。 这是最早最详尽介绍杂交水
稻研发历程的文章， 预见了对我国水稻生产将产生重
大改革， 并对农业生产发生深远的影响。

湖南日报是较勤报道杂交水稻的媒体。
杂交水稻成功以后， 我与媒体的接触日渐增多。

在我印象中， 湖南日报是接触最多的媒体， 我也因此
与报社的不少记者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在杂交水稻发展的几十年中， 几代湖南日报记者
积极、 主动、 及时、 详尽地报道有关杂交水稻的各项
进展和动态， 所发的消息、 通讯， 篇目繁多， 共计约
有1500篇， 我觉得杂交水稻的发展也是凝聚了众多
湖南报人的无数心血的。

湖南日报是深度报道杂交水稻的媒体。
伴随着杂交水稻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产量纪录

的不断刷新， 湖南日报始终站在宣传报道杂交水稻研
究新成果的前沿阵地， 可说发挥的不单是“地毯”
式， 更是“刨根” 式的采访报道， 不放过研发过程的
点点滴滴。 上世纪90年代后期， 我们开始了超级杂
交稻的攻关， 湖南日报总是第一时间向世人披露超级
杂交稻重要消息， 并始终跟踪超级杂交稻研究的踪
迹， 对超级杂交稻作出深度报道。

如今， 我说我有两个梦， 一个梦是“禾下乘凉
梦”， 一个梦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为了实现这
两个梦， 我还要老骥伏枥， 使禾下乘凉之梦想成真，
使杂交水稻造福世界粮食安全与和平事业。 我衷心希
望湖南日报一如既往报道杂交水稻， 在新的征程谱写
新的篇章。

（作者系省政协副主席、 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有些感念， 会伴你一生。
上世纪70年代末， 我当时正在浏阳河畔的一个偏

僻山村教书， 我亲历了“文革” 岁月， 农村出现的颠簸
和贫困生活现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农村在很短
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农业责任制的推
行， 农民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任教学校的邻居家
有位小青年很会拉二胡。 在那些令人振奋的日子里， 他
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坐在湖塘边拉一些动人的曲子。 如
《春江花月夜》、 《洪湖水浪打浪》、 《浏阳河》。 这情
景， 其时便成了我曾经的乡梦。 因了这种情之所系， 我
写了一首题为 《湖夜听琴》 的小诗。

这首诗邮寄到湖南日报后， 编辑鲁安仁大姐热心
地编发了， 很快就见了报。 那年月， 身在僻乡的我能在
省报发表作品， 心中那份感激和兴奋是无法言表的。 我
坐在学校泥土屋的窗前， 把刊登着诗的报纸看了一遍
又一遍。 我1968年参军， 在部队就萌芽了文学梦， 也
发表过一些诗歌、 散文。 可也因“文化革命” 的淒风苦
雨， 把这梦剪成了碎片， 裹着我受伤的灵魂回到了家
乡。 真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曾经破碎的文学梦， 又

在故乡的土地上被省报的温暖春风
吹出了新芽， 在我眼前绽放出梦幻的朦

胧晨曦。
就是这样一首小诗的发表， 给了我希望

和力量。 常有人说， 读一本好书或者记住了哲人的一条
古训， 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给予他一个更加丰富而辽阔
的生命世界。 我以为这种感悟是理性的， 也是被很多人
的实践所证明。

我之所以几十年来， 对湖南日报常存感激、 感动、
感念， 一方面是她导引、 扶持、 激励我走上了文学之
路； 另一方面， 在我从政后， 无论是在基层工作， 还是
在长沙市任职直到今天， 仍守望在文学艺术的百花园
中， 历届的报社领导、 编辑、 记者都是我的良师益友，
都给予我以极大的、 真诚的、 及时的、 充满友谊和热情
的指导、 帮助、 支持。 这些年， 我在省文联工作， 为宣
传湖南文艺三百工程， 湖南日报就和文联共同开辟了
“湖南文艺家” 专栏。 为全省的文艺家亮开了一扇接地
气， 感触生活与时代脉搏， 通向现实世界与艺术高境的
窗口。

今年是湖南日报创刊65周年。 回顾它走过的光辉历
程， 铸造的丰盈业绩， 开启的辉煌新途， 我为它自豪，
为它感到光荣。 欣看今日湖南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
的局面， 改革开放铺开的锦绣蓝图， “四化两型”、
“三量齐升”， 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迈出的铿锵步伐和正在
书写中国梦湖南精彩篇章的政通人和的万千气象， 作为
省报， 所作的贡献， 起到的舆论引导、 提神鼓劲的作
用， 是值得我们大加点赞的。 我深深知道， 湖南人爱自
己的省报， 办报人更珍惜自己的责任。 每当我们翻开湖
南日报， 就能真切地感受其敏锐的思想光芒， 宽阔的开
放胸襟， 激扬先锋的文风品格， 求是担当的创新精神。

有感于此， 我深怀敬慕和感念之情， 真诚地祝福湖
南日报永远年轻、 勤达、 敏慧、 壮美、 辽远。 是可谓：

一报频传千万家， 春风尽润芙蓉花。
岁月难摧纸笔老， 只因有梦在心涯。
（作者系湖南省文联主席）

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 《芙蓉楼送辛渐》 诗云： “洛阳亲友如相

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从晶莹的玉壶中捧出一颗纯
洁的冰心， 言其情之真挚无瑕也。 我与湖南日报也有
着这种纯真的感情， 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报人 ：
1949年8月长沙解放后， 我就参加了新湖南报 （湖南
日报前身） 和新华社湖南分社举办的新闻干部训练
班， 曾经在报社做过20年编辑、 记者。 我曾亲眼看到
在经武路261号的那片废墟上， 巍然屹立起了当年曾
雄视长沙城北的报社大楼； 后来更是亲身经历了20世
纪中叶发生在这座大楼内的震惊全国的政治风暴。 今
天， 湖南报人迎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浩荡东风， 放飞美
丽的梦想， 在报社旧大楼原址， 一幢更为雄伟壮观的
现代化摩天大楼———湖南日报传媒中心， 正在兴建
中。 真是沧海桑田， 人间巨变！

“文革” 后， 我改行从事文学理论研究， 从报人
变成学人。 离开报社40多年来， 无论在职或离休， 我
的案头从没离开过湖南日报， 其副刊更是我必读的精
神文化的“盘中餐”。 当然， 我也不忘为报纸写点东
西。

我的主攻方向之一是研究著名作家周立波。 《湘
江》 责编对我的研究进程十分关注， 发表过我的一些
研究成果。 2008年9月12日， 在周立波百年冥诞之
际， 以半版篇幅发表了我写的 《杰出的作家， 大写的
人———纪念周立波诞辰100周年》， 在读者和学界中
产生了较大影响。

正因为我与报社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 关系，
因而我对报纸特别是其副刊也有着一份不同寻常的感
情。 我的心一直是跟着它前进的脚步和脉搏而一起跳
动着， 为它的每一个成就、 进步、 创新和荣耀而感到
由衷的高兴。 2002年春， 湖南日报创办了一个新的
副刊 《文化周刊》， 当它问世三个月后， 我情不自禁
地写了一篇 《高扬旗帜， 打造品牌———评 〈文化周
刊〉》 的读者来信， 寄给报社。 也许是编者认为它言
之成理， 全文发表在周刊显著地位， 并加了一个热情
洋溢而又十分谦逊的“编者按”， 肯定这篇读者来信
是“对编者的极大鼓舞和鞭策”， 其建言对办好周刊

“颇有启发”， 令我深感欣慰！
我已年在桑榆， 垂垂老矣！ 但只要一息尚存， 还

能动笔， 我仍将是湖南日报一名忠实读者和热心作
者。 这绝非一介书生的戏言或诳语， 而是一个老报人
的心里话。 （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员）

我我
与与
湖湖
南南
日日
报报
的的
故故
事事

今天，是湖
南日报 65岁 生
日！ 在这个特别
的日子里，我们
忘 不 了 你
们———亲 爱 的
读者。

因 为 有 你
们的陪伴，我们
告别了 “铅 与
火”，实现了“光
与电”， 走到了
“数与网”。

因 为 有 你
们的陪伴，我们
经历过风雨，面
对过雷电，拥抱
过彩虹。

一路同行 ，
感谢有你！

值 此 湖 南
日报65华诞，我
们特邀几位读
者代表，请他们
述说与湖南日
报的点点滴滴。
虽然年龄有差
距 ， 职业有 差
别，但浓浓的情
感一样深厚。

承 载 着 光
荣与梦想，与湖
南日报一起砥
砺前行！ 我们相
信，有你们的陪
伴，我们迈向明
天的步伐会更
加坚实精彩！

话

在人生抉择的岔路口

党报之缘 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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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珍贵感念
编
者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