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放歌。
70年来，《湖南日报》 始终坚守初

心和使命，坚守人民立场，倾听人民声
音，为人民代言。

俯下身、沉下心，湖南日报人把笔
触伸进泥土，把版面留给群众，将新闻
写在大地上、写进人民心坎里。

“脚底板下出新闻”
两万多个日出日落， 每天都有一

群湖南日报人奔走在三湘大地， 听风
声雨声民声，记家事国事天下事。70年
的漫漫时光，《湖南日报》魅力不减，历
久弥新。

1982年4月下旬，《湖南日报》编辑
部收到一篇来稿， 说湖南火柴产量大
幅增产，质量普遍提高，在全国火柴质
量评比中，夺得总分第一。另一方面，
编辑部又接到群众反映， 说跑遍长沙
所有市场， 买不到一盒火柴。 问题何
在？ 记者经过连续半个多月的艰苦细
致调查，先后走访27个单位、112人次，
终于发现，市场上火柴脱销，仓库里火
柴“睡觉”。一篇《长沙火柴脱销原因何
在》见于报端，群众买不到火柴的现象
不久得到了解决。

1985年4月到7月，《湖南日报》连
续发表《湘西纪行》41篇稿件，引起全

省对湘西大开发的重视，全社会献计献策，省委领
导赞扬记者起到了“火线采访的作用”。3个多月
里， 记者徒步走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0个县
市，常常因吃不上饭饿肚子，渴了就喝山泉水。多
年以后， 当时参与采访的记者陈惠芳依然感慨不
已：“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一个党报工作者，无论何
时，深入细致、吃苦耐劳的作风不能丢，求真务实
的精神不能丢。”

“脚底板下出新闻。”70年来，一代代湖南日报
人深入基层一线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写
下大量“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精品力作。

“湖南日报的报道让我们感受到了城市的温
暖和尊重。”2006年3月起,《湖南日报》连续在头版
推出系列报道《走近农民工》，采取跟班体验的形
式，将镜头对准水果商、建筑工、掏粪工、煤气工、
挖煤工等农民工， 用饱含深情的笔墨诉说他们的
拼搏、甘苦，为他们呼唤尊重、解除心忧，理直气壮
为这一群体撑腰。报道推出后不久，中央关于农民
工的首个红头文件正式下发。

“访最偏的村，翻最深的山，写最真的扶贫，
值！”书写三湘父老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成为几
代湖南日报人的接续努力。早在1997年，湖南日报
就组织“新闻扶贫小分队”,深入全省40多个贫困村
采访，发出《来自贫困村的报道》。进入新世纪，精
准扶贫报道更成为《湖南日报》的报道重心之一，
先后推出《脱贫攻坚奔小康》《蹲点长安营》《走三
湘 看扶贫》《记者在扶贫一线》等大量专栏专题报
道。记者们走进“看到屋、走到哭”的茫茫大山，进
村入户、访贫问苦，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讲
述扶贫路上的精彩故事， 呈现三湘四水脱贫攻坚
生动画面， 展示贫困地区干部群众与贫困决战的
精神风貌和取得的实实在在成效。

每年的“新春走基层”，数十名记者放弃与家人
团聚，奔走在城市与乡村，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
生活。 每一篇报道都冒着泥土热气， 代表着群众心
声。记者用了心、动了情，情到深处，深入了读者心
中，也融入了百姓心坎。

党报的根，植入群众心田
上连“天线”，下接“地气 ”，是党报的职责和

担当。《湖南日报》从创刊起，就设置了专门机构处
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架起党群连心桥。

1950年2月6日，《新湖南报》编辑部发表《如何给
本报写批评、建议、表扬、检举》，立即得到读者响应。
从1951年3月起，“读者来信”便经常见于报端，几十
年经久不衰，有舆论监督、有各类服务、有释疑解难，
急群众所急，忧群众所忧，深受群众喜爱和欢迎。

一封求援信，引起各方关注。1989年初，常德3
位“谷大王”鲁由海、钟儒华、吴永安，托记者捎话
给省政府，请求“给俺一台平价手扶拖拉机指标”。
当时还是物资相当匮乏时期， 这一请求也反映出
一种趋势，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工业支援
农业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这一报道在“读者来信”
刊发后， 立即得到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省农
机总公司的响应。不久，衡阳拖拉机厂职工风雪兼
程，为“谷大王”送车上门。

仅仅因为要干部出示集资文件， 就遭到镇干
部围追堵截，无情殴打。1996年9月，《湖南日报》发
表《农民要看文件何罪之有》一文，在社会上引起
巨大震动， 为一方百姓讨回了公道。1999年1月刊
发的《“公安败类”玩出人命大案》，还原事实真相，
弘扬了正气， 使一起万人瞩目的案件得到了公正
处理，至今为人称道。2017年11月独家首发《文烈
宏涉黑犯罪团伙覆灭记》，一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为祸多年的黑恶毒瘤被清除， 成为全省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 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在湖南日报接待室的柜子里， 一层层整齐码

放着代表群众心意的大红锦旗， 每一面锦旗的背
后，都有一个动人故事。

几十年来 ，安化县的匡达人一直对一张普通
的明信片视若家珍，保存至今。这张明信片，是上
世纪80年代初《湖南日报》对他要求平反冤假错案
的信访答复件，虽然明信片上只有片言只语，对他
来说却是字字千钧：“如果没有湖南日报的鼓励，
也许我会自暴自弃消沉下去，湖南日报的帮助，使
我的人生有了180度的转机，让我永生难忘。”

在反映情况靠嘴巴和笔杆子的年代，据统计，
仅1979年至1988年，《湖南日报》 就收到读者来信
75.3万封，接待来访8100多人次。

跨入21世纪，党报主动向互联网进军，开启融
媒体问政新尝试。湖南日报旗下华声在线开通《投
诉直通车》栏目，新湖南客户端开通“湘问”频道，
接受网民的投诉与建议， 与全省1100多家党政职
能部门建立投诉回复处理机制。一报一网一端，三
管齐下，相互联动，全面打通民情通道。

《要回工程欠款竟要近百年》《摆设文件伤了
谁》《公开招标，招来的竟是“问题”课桌椅》，是对
政府工作的监督；《断了食指伤了心》《讨薪，回
家》，反映的是城市农民工的无奈与辛酸；《低价药
品为何频频断货》《水渠失修引来干旱之忧》，诉说
的是基层百姓的企盼……

只有替老百姓说话，说老百姓的话，新闻才有亲
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党报的根，才能深深植入大
地，植入群众的心田。

新时代点燃新希望，孕育新机遇，赋予新担当。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湖南日报》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主旋
律、奏响最强音，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 湖南日报人将以更加奋发
有为的姿态，践行“四力”，讴歌时代，谱写党报事
业发展新篇章！

70年风雷激荡，70年砥砺前行。《湖南日报》始终站在
时代前沿， 引领舆论风向、 推动时代进步的担当从未改
变。

70年来，《湖南日报》 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善于观全局察大势、敢于发新声作先
导，廓清思想迷雾、传递向上能量，充分发挥了党报引导
舆论的“风向标”“定音鼓”作用。

敲响舆论“定音鼓”
“几十年后读来还是那般酣畅淋漓！”80岁的老报人

杨新正，在翻开《新湖南报》1950年夏发表的系列抗美援
朝评论时，如此感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其时，湖南
和平解放还不满一年， 不少人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认
识模糊，多有忧虑。《新湖南报》打破地方报纸不发表国际
时事评论的惯例，采用社论、时评、答问、杂文等方式，有
的放矢进行宣传、解疑释惑。《恶狗必须用粗棍打》等文章
流传至今。

以思想为笔，以激情作墨。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
多年来， 面对纷繁复杂、 多元多变的社会思潮，《湖南日
报》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热点难点，或猛击一掌，或纠
偏去谬，明辨是非、凝聚共识，旗帜鲜明地发声亮嗓，理直
气壮地引领舆论。

“翻身、分田、娶妻、生子‘四喜临门’后，就可以不干
革命工作了吗？”

上个世纪50年代初， 土改后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出现
农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及乡村干部“松气退坡” 现象。
1957年7月，《新湖南报》以虚拟人物“李四喜”为由，发起
了一场大规模的“李四喜思想讨论”，在湖南乃至全国农
村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长达半年的讨论中， 编辑部每天收到几十封甚至
上百封来信。不少县、区级领导给报纸写稿，许多农村基
层干部和农民参加讨论，进行自我批评，基本弄清了“李
四喜思想”产生的原因、危害及克服这种思想的途径和方
法。报社还专门派干部帮助“李四喜”的人物原型———长
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朱中立转变思想， 报道他改正错误
成为先进典型的过程。

发展市场经济就要丢掉老招牌吗？1985年4月10日，
《湖南日报》在短文《且说德茂隆改招牌》中，提出了这样
的时代之问。

事情缘起自1985年1月，长沙百年老字号德茂隆酱园
拆掉酱食作坊，改营家用电器和百货南食。在主管部门的
授意下，长沙街头的理发店、肉铺等纷纷转行，市民对此
议论纷纷。

一石激起千层浪， 各方观点不一。 是反对老牌名店
“任性”改行，还是坚持“改革需要多元经营”？《湖南日报》
接连刊发6期群众讨论，把大家意见都摆出来“晒一晒”。
同时，以同街“老店”———吴大茂小百货专店和协昌裕酱
园坚守主业赢得市场的故事作为“参照物”，摆事实、讲道
理。

经过7个多月的说理疏导，加上改革实践给人们的启
示， 各级主管部门最后都赞同报社的观点， 纠正盲目改
行。一批国营肉食、蔬菜企业又开门卖肉卖菜，平抑市价，
群众称便。

70年风起云涌，《湖南日报》把脉时代脉搏，或为新生
事物撑腰鼓劲，或为改革开放呐喊助威，或对错误落后思
想鞭挞批判，其声琅琅、其言凿凿———

从《立碑风波》中百年承包合同“立碑为据”该不该认
账到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在哪， 从连续14天推介康菊英农
业生产合作社到让农妇蔡月娥两登报纸头条为其正名……
一场场思想深处的交锋，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典型，一次次
首开先河的探索， 湖南向前发展尤其是改革巨变的动力
中，《湖南日报》提供了强大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

“省委出题、党报发声。”2018年以来，《湖南日报》一
组组晨风评论文章引爆朋友圈， 在省内外舆论场上形成
了独树一帜的“‘晨风’现象”。

“促进长沙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晨风”文章发表后
仅几天，长沙即推出“6·25房产新政”，旗帜鲜明地举起反炒
房大旗,�中宣部《新闻阅评》称“湖南日报系列评论拨正长
沙楼市走向”；“守好网络舆论阵地”的“晨风”评论发出后，
某网络大V应声而倒，网友拍手称快；反对基础设施建设中
的不切实际现象、进一步做大做强广电和出版湘军、在新起
点上彰显长沙省会担当、集中精力抓好经济新的增长点、推
动湖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晨风评论直面热点难
点，旗帜鲜明发声，议题之重大、指向之鲜明、文风之清新、
影响之广泛，探索树立了舆论引导的新范式。

标注时代前行的精神坐标

走过激情燃烧的建设年代， 走过风雷激荡的改革年
代，迈入昂扬奋进的新时代，《湖南日报》始终注重深入挖
掘时代典型、先进人物，不断推出有影响力、生命力的标
杆楷模， 标注时代前行的精神坐标； 始终注重深入挖掘

“小人物”的“大能量”，在平凡中见不平凡，引领全社会崇
德向善。

8月9日， 新华社发布消息： 中宣部决定追授余元君
“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余元君生前为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总工程
师，将一生奉献给了水利事业，为洞庭湖治水殚精竭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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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湖南日报》 始终坚守初

心和使命，坚守人民立场，倾听人民声
音，为人民代言。

俯下身、沉下心，湖南日报人把笔
触伸进泥土，把版面留给群众，将新闻
写在大地上、写进人民心坎里。

“脚底板下出新闻”
两万多个日出日落， 每天都有一

群湖南日报人奔走在三湘大地， 听风
声雨声民声，记家事国事天下事。70年
的漫漫时光，《湖南日报》魅力不减，历
久弥新。

1982年4月下旬，《湖南日报》编辑
部收到一篇来稿， 说湖南火柴产量大
幅增产，质量普遍提高，在全国火柴质
量评比中，夺得总分第一。另一方面，
编辑部又接到群众反映， 说跑遍长沙
所有市场， 买不到一盒火柴。 问题何
在？ 记者经过连续半个多月的艰苦细
致调查，先后走访27个单位、112人次，
终于发现，市场上火柴脱销，仓库里火
柴“睡觉”。一篇《长沙火柴脱销原因何
在》见于报端，群众买不到火柴的现象
不久得到了解决。

1985年4月到7月，《湖南日报》连
续发表《湘西纪行》41篇稿件，引起全

省对湘西大开发的重视，全社会献计献策，省委领
导赞扬记者起到了“火线采访的作用”。3个多月
里， 记者徒步走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0个县
市，常常因吃不上饭饿肚子，渴了就喝山泉水。多
年以后， 当时参与采访的记者陈惠芳依然感慨不
已：“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一个党报工作者，无论何
时，深入细致、吃苦耐劳的作风不能丢，求真务实
的精神不能丢。”

“脚底板下出新闻。”70年来，一代代湖南日报
人深入基层一线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写
下大量“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精品力作。

“湖南日报的报道让我们感受到了城市的温
暖和尊重。”2006年3月起,《湖南日报》连续在头版
推出系列报道《走近农民工》，采取跟班体验的形
式，将镜头对准水果商、建筑工、掏粪工、煤气工、
挖煤工等农民工， 用饱含深情的笔墨诉说他们的
拼搏、甘苦，为他们呼唤尊重、解除心忧，理直气壮
为这一群体撑腰。报道推出后不久，中央关于农民
工的首个红头文件正式下发。

“访最偏的村，翻最深的山，写最真的扶贫，
值！”书写三湘父老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成为几
代湖南日报人的接续努力。早在1997年，湖南日报
就组织“新闻扶贫小分队”,深入全省40多个贫困村
采访，发出《来自贫困村的报道》。进入新世纪，精
准扶贫报道更成为《湖南日报》的报道重心之一，
先后推出《脱贫攻坚奔小康》《蹲点长安营》《走三
湘 看扶贫》《记者在扶贫一线》等大量专栏专题报
道。记者们走进“看到屋、走到哭”的茫茫大山，进
村入户、访贫问苦，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讲
述扶贫路上的精彩故事， 呈现三湘四水脱贫攻坚
生动画面， 展示贫困地区干部群众与贫困决战的
精神风貌和取得的实实在在成效。

每年的“新春走基层”，数十名记者放弃与家人
团聚，奔走在城市与乡村，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
生活。 每一篇报道都冒着泥土热气， 代表着群众心
声。记者用了心、动了情，情到深处，深入了读者心
中，也融入了百姓心坎。

党报的根，植入群众心田
上连“天线”，下接“地气 ”，是党报的职责和

担当。《湖南日报》从创刊起，就设置了专门机构处
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架起党群连心桥。

1950年2月6日，《新湖南报》编辑部发表《如何给
本报写批评、建议、表扬、检举》，立即得到读者响应。
从1951年3月起，“读者来信”便经常见于报端，几十
年经久不衰，有舆论监督、有各类服务、有释疑解难，
急群众所急，忧群众所忧，深受群众喜爱和欢迎。

一封求援信，引起各方关注。1989年初，常德3
位“谷大王”鲁由海、钟儒华、吴永安，托记者捎话
给省政府，请求“给俺一台平价手扶拖拉机指标”。
当时还是物资相当匮乏时期， 这一请求也反映出
一种趋势，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工业支援
农业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这一报道在“读者来信”
刊发后， 立即得到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省农
机总公司的响应。不久，衡阳拖拉机厂职工风雪兼
程，为“谷大王”送车上门。

仅仅因为要干部出示集资文件， 就遭到镇干
部围追堵截，无情殴打。1996年9月，《湖南日报》发
表《农民要看文件何罪之有》一文，在社会上引起
巨大震动， 为一方百姓讨回了公道。1999年1月刊
发的《“公安败类”玩出人命大案》，还原事实真相，
弘扬了正气， 使一起万人瞩目的案件得到了公正
处理，至今为人称道。2017年11月独家首发《文烈
宏涉黑犯罪团伙覆灭记》，一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为祸多年的黑恶毒瘤被清除， 成为全省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 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在湖南日报接待室的柜子里， 一层层整齐码

放着代表群众心意的大红锦旗， 每一面锦旗的背
后，都有一个动人故事。

几十年来 ，安化县的匡达人一直对一张普通
的明信片视若家珍，保存至今。这张明信片，是上
世纪80年代初《湖南日报》对他要求平反冤假错案
的信访答复件，虽然明信片上只有片言只语，对他
来说却是字字千钧：“如果没有湖南日报的鼓励，
也许我会自暴自弃消沉下去，湖南日报的帮助，使
我的人生有了180度的转机，让我永生难忘。”

在反映情况靠嘴巴和笔杆子的年代，据统计，
仅1979年至1988年，《湖南日报》 就收到读者来信
75.3万封，接待来访8100多人次。

跨入21世纪，党报主动向互联网进军，开启融
媒体问政新尝试。湖南日报旗下华声在线开通《投
诉直通车》栏目，新湖南客户端开通“湘问”频道，
接受网民的投诉与建议， 与全省1100多家党政职
能部门建立投诉回复处理机制。一报一网一端，三
管齐下，相互联动，全面打通民情通道。

《要回工程欠款竟要近百年》《摆设文件伤了
谁》《公开招标，招来的竟是“问题”课桌椅》，是对
政府工作的监督；《断了食指伤了心》《讨薪，回
家》，反映的是城市农民工的无奈与辛酸；《低价药
品为何频频断货》《水渠失修引来干旱之忧》，诉说
的是基层百姓的企盼……

只有替老百姓说话，说老百姓的话，新闻才有亲
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党报的根，才能深深植入大
地，植入群众的心田。

新时代点燃新希望，孕育新机遇，赋予新担当。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湖南日报》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主旋
律、奏响最强音，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 湖南日报人将以更加奋发
有为的姿态，践行“四力”，讴歌时代，谱写党报事
业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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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将46岁的宝贵生命永远融入了浩渺洞庭。余元君的
事迹经《湖南日报》最早披露并持续追踪报道后，引发强
烈反响，央媒纷至沓来。人们深深为之感动，在这位“洞
庭赤子”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最宝贵的初心”。

以典型引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70年
里，一大批重大典型率先从湖南日报“走出”，感动湖南、
感动中国，影响深远。

《一支灿烂的向阳花》里英雄戴碧蓉舍己救人的勇
敢坚强；《情切切意绵绵》中“为民书记”郑培民对待亲人
的款款深情；《生死瞬间情动天地》中导游文花枝生死关
头的敬业忘我；《扶贫司令》中司令员彭楚政扎根湘西扶
贫帮困的鱼水深情；《六塔山下壮歌行》里名誉村长王新
法千里扶贫的初心本色……

他们的名字，印刻在报纸上，成为一代代人铭记于
心的记忆；他们的故事，走进了读者心里，激励一代代人
锲而不舍的奋斗。

“没想到科学家们不只会在实验室做研究，他们琴
棋书画也样样精通！”“我们90后就该追科研界的‘明
星’，他们发明的新材料、新技术，可比一首歌曲一部电
影红得多！”2017年3月以来，《湖南日报》推出的《走近
科学家》系列报道，刷爆了年青一代的朋友圈。

印遇龙、金展鹏、黄伯云、文石林、欧阳晓平……这些
遥远而熟悉的名字，不再是象牙塔里的“老学究”，也不再
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古董”。这些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感人
故事，通过《湖南日报》及其新媒体平台传播到千家万户，
以其强大的感召力与时代张力， 成为有志青年的精神坐
标。

在注重典型报道的同时，《湖南日报》将报道笔触向基
层延伸，讲述平凡人的感人故事，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

2001年，《湖南日报》推出《老百姓的故事》专栏，专
门讲述普通老百姓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翁或敬业奉献，
或舍身为公，或乐于助人，或见义勇为，或艰苦创业，或
开拓进取。中宣部《新闻阅评》评价：“语言之简洁朴实，
事迹之感人至深，可谓篇篇精粹。”

上个世纪90年代末，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推进，下
岗职工这一特殊群体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面对这一敏感
话题,� 1997年7月11日，以“下岗不丧志,� 奋斗天地宽”
为主题的“重走上岗路”专栏在《湖南日报》正式亮相。
100多位重新上岗职工走上《湖南日报》，分享下岗时的
彷徨、重上岗的艰辛、成功后的喜悦,� 鼓舞全省几十万
下岗职工“不靠市长靠市场、不靠运气靠志气”，以新的
精神风貌走上自强之路。

7次见义勇为受伤“的哥”佘纪分；义务清扫街道33年
的罗玉莲；39年如一日照顾失明丈夫的尹志明……从
2016年至今，《湖南日报》又推出“湖南好人”专栏，聚焦无
数凡人善举，点亮心灵明灯。

� � � � 2016年11月2日，数百只白琵鹭在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翔集。经过治理，洞庭湖水质大为提升，成为候鸟天堂。 （资料图片） 杨一九 摄

� � � �《湖南日报》走进科学家专栏版
面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