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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编辑蔡富根 组版李 静 校对陈文彪 记者节

是来自基层的一名记者刘琴。刚才大家看到的暗访

画面，是2007年，我跟随公安人员到南京抓捕犯罪

嫌疑人时所拍摄的。由于无法得知犯罪嫌疑人所在的内场

情况，办案人员又不能贸然进入，当时，我主动提出：我是女

性，不会引起嫌疑人的注意。于是，我带着暗访机，进入现

场，把里面的环境和所有的人都一一拍摄下来，后经办案人

员辨认，最终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如果说参与这样的新闻事件，多少有些壮怀激烈、英勇豪气

的话，那么大多数时候，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些身边的凡人琐事。

2004年，在一次采访中我认识了一名农村男孩。他叫小

强，11岁的他不幸患上了白血病。在他治疗期间，他42岁的父

亲因承受不了打击而自杀了。当我踏进小强的家，眼前的景象

令人酸楚！简陋的屋檐下，孩子的母亲一次次地下跪，深深地震

撼着我，贫穷、疾病、绝望、母爱、对生的渴望、对记者的信赖，这

些元素交织在一起，让我不忍辜负。我悄悄地递上了身上仅有

的200元钱，回来后，连夜加班，在泪水交织中赶制了专题片《托

起生命之舟》。节目播出后，三天时间便募集了4万多元。

20多年来，我帮助过很多人，也采访过无数的人，而有

一个人却是个特例，因为他是我采访对象中唯一没有见过

面、没有说过一句话的人。他就是“抗洪英雄”“中国好

人”——刘安军！

那是2016年，在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战斗中，年仅33

岁的退伍战士刘安军同志因过度劳累，倒在了抗洪一线。7

月13日，刘安军去世的当天上午，我和同事第一时间赶到了

他的家里，满屋子的亲属哭成了一团，我没法采访也不忍心

采访。这时，我发现安军五岁的女儿，一个人默默地来到了

爸爸的床前，她揉搓着一双小手，一句话都不说。说真的，我

也是一位母亲，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的心都要碎了……

从上午采访到晚上 8 点多回到台里，我的心情一直都

很沉重。 我没有回家，在办公室里，在泪水交织中赶写了

专题文稿，截稿时，已是凌晨2点多。

就这样持续工作近30个小时后，一部20分钟的电视专题

片《用生命筑起不垮的堤坝》呈现在观众面前。节目播出后，感

动了很多人，也激励着抗洪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

大家现在看到我还算光鲜地站在这里，其实，我是一个

有着6年癌龄的癌症患者。2012年，我被查出患了结肠癌。

当时，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在爱人细心的开导、温暖的话语

下，我的内心渐渐地坚强起来，并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了后期

六次痛苦的化疗，好在手术和化疗的效果不错，身体得以慢

慢康复。虽然医生叮嘱我需要休息一年，而几个月后，我就

回到单位，重新走上我的记者岗位。

记者就像路上的行者，行者无疆，所有这些成就与荣誉的取

得，充分说明，只要心中有爱，热爱生活，热爱职业，热爱我们身

边的每一个人，并始终坚守一名记者的责任、担当与情怀，那么，

你就是新闻战线上那道永不褪色的风景！

心中有爱 行者无疆
□ 马鞍山市和县广播电视台 刘琴

我

年 1 月 27 日，中午 12 点 18 分，交通广播导播间传

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908 吗？我是合巢芜

高速路政大队大队长韩文胜。”韩大队长说，十几分钟

前，他们正在路上铲冰除雪，一辆河南牌照的 120 救护车

向他们求助，救护车上是 45 岁的危重病人蒋小军。前一

天，在河南沈丘务工的蒋小军意外高空坠落，脑部严重出

血。在当地医院救治了 5 个多小时后，生命迹象依然不

明显，于是，她的姐姐蒋亚君决定，用救护车将陷入昏迷

的妹妹送回临安老家，让整整一年没有回家的妹妹最后

回趟家，让家里的亲人再见她最后一面。可没想到，救护

车从河南来到合巢芜高速巢湖段时，飞扬着的雪花和高

速上因冰雪拥堵的车流交织在一起，救护车进退维艰，韩

大队长希望能够得到交通广播联动帮助，让蒋小军早点

回到浙江临安的家。

了解到相关情况后，我们交通广播立即启动了应

急预案，一边协调沿线的高速路政大队，一边在电波中

不停呼吁车友为这辆救护车让道。安徽交通广播官方

微信和微博也紧急推送求助信息。

7 分钟后，12 点 25 分，韩文胜大队长驾驶路政执法

车，在前方为救护车开道护航，行进速度大为提升。下

午 3 点多，车辆来到了芜湖主线口，芜宣高速路政大队

的工作人员已经等在这里，接力护送的第二棒就交给

了他们。

就在这时，新的问题出现了：维持病人生命的药物

多巴胺、盐酸肾上腺素、生理盐水全部告急！所有的药

物 最 多 只 够 用 两 个 小 时 ，根 本 无 法 维 持 到 临 安 。 找

药！冰天雪地的高速路上哪里找药？我和我的同事们

分头打电话，找遍了附近的高速服务区、沿线的医院、

当地的应急部门等，终于，20 多分钟后，芜湖县人民医

院传来好消息，他们可以筹备到所需药品。

药找到了，可怎么送到病人手中呢？对，有困难找

警察，电话打到了芜湖县公安局，芜湖县公安局当即安

排湾沚派出所民警承担送药任务。民警在县医院拿到

药后，争分夺秒向高速公路飞驰而去。下午 5 点 50 分

左右，药交到了正在湾沚道口等待接力护送第三棒的

宣广高速路政大队工作人员手中，再由他们将药传递

到救护车上。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冰雪天气里，皖浙两省路政

交警接力护送，和我们交通广播一起跨越了这困难频

发的 303 公里，让家里的亲人见到蒋小军最后一面。

像这样的生死时速、应急救助，我们平均每月都会

接到一起。虽然结局并不尽如人意，有成功，有遗憾，

但我认为，无论哪种结局，都有意义。因为媒体记者不

仅仅是采访报道宣传，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产生一种

力量，这种力量能够让生者更为坚强地生存、让逝者更

有尊严地离去。

今

有一种力量让我不断向前 □安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张祎

大 家好，今天我讲述的故事，与助学有关。

第一个故事，从一个微笑开始。

照片中这名微笑的女孩叫董薇，今年高考被中国人

民大学录取。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微笑，却不知

这笑容背后经历的坎坷和悲伤。

时间回到今年 7 月 18 日，那天我第一次见到董薇。

她羞涩腼腆，有一双对知识充满渴望的大眼睛。董薇和

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最珍贵的物

品是奶奶为她收集整理的一个荣誉箱，里面装满了“三好

学生”“学习标兵”等各种奖状和荣誉证书。

“董薇是 2000 年 7 月 26 日出生的，那年 8 月 10 日她

爸爸车祸去世，当时她只有半个月。”董薇爷爷告诉我，1

个多月后，董薇母亲因为巨大打击离开了家。从此他和

老伴一个在外务工，一个做保洁，含辛茹苦将孙女抚养

长大。

读书是董薇通向世界最好的路，她铆足了劲，不浪费

一分一秒地学习。她的成长过程有很多苦涩和心酸，但

她却说，从来不缺乏爱，因为除了爷爷奶奶，还有很多好

心人关心她、帮助她。“苦我懂得，恩更记得”，这是董薇跟

我说的印象最深刻的话。

我把她的故事以图文和视频的形式发布在新安晚

报、安徽网和大皖客户端上，引起广泛关注。很多好心人

联系我，最终善款达到七万元。在董薇生日前一天，我们

一起为她送上了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第二个故事，从一双手开始。

这双手的十根手指，有八根都无法伸直，始终处于半

蜷缩的状态。手的主人叫李可，他出生在长丰县一个农

民家庭。因为患有原发性骨骼肌疾病，他脖子以下，除了

两根大拇指，其他部位均无法动弹。

李可从小被爸爸背着去上学。这位贫寒瘦弱的父

亲，背着病儿爬过无数阶梯。2012 年我第一次见到李可

时，就被他灿烂的笑容和定格的身体所动容，那一年他以

高出理科一本线72分的成绩被合肥工业大学录取。

疾病从未阻碍李可对梦想的追求。在读大学期

间，他还靠一部外壳掉漆的手机，用大拇指在屏幕上

“捏”出一百多万字的小说。我一直持续报道他的故

事，我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会亲切地叫我“姐姐”，

而我也会心疼地问他，“用拇指打那么多字，手疼不

疼？眼睛累不累？”

然而2015年7月，他突然去世。当我得知这个消息一

路跑到他宿舍时，屋内空荡荡的，再也找不到他的痕迹。

董薇和李可是我的采访对象，也是我们助学小组共

同的励志学子。

每年七八月份，是我们最忙碌的时期，也是心灵洗礼

之旅。我们不仅帮助贫困学子们解决大学学费之忧，还

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他们的励志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正

能量。

身处一个伟大时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并努

力让梦想照进现实。作为一名记者，我能报道一个个梦

想故事，并帮助筑梦圆梦，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爱满江淮 星光灿烂
□ 新安晚报 钟虹

家好，我手里拿的是一张存储卡，它对我来说十分

珍贵，这里面存储着《人间天河淠史杭》的6集纪录

片。虽然只有 270 分钟，却是我和同事们历经 600 多个日

日夜夜、20000 多公里的行程，拍摄了 10000 多分钟的素

材才完成的。它凝聚着我们的心血，更凝聚着我们对淠史

杭的无限深情。

我生在大别山，喝着淠河水长大，从小就听父辈说着

淠史杭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串数字，五万里

人工河渠全靠上百万人肩扛手抬，淠史杭修建时挖出的土

石，如果垒成高、宽各 1 米的长堤，足足可以绕地球 13 圈

半，如今它灌溉着安徽、河南等地 1000 多万亩良田，作为

一级饮用水源，它就像一个超级大水缸养育着 2000 多万

人口。

今年是淠史杭工程开工建设 60 周年，为了将淠史杭

的艰苦奋斗、不畏艰难的精神继续发扬下去，从 2016 年，

我们便开始策划拍摄纪录片。 可是 60 年过去了，想要找

到当年淠史杭修建的亲历者成为了我们拍摄中最大的难

题。为了给观众还原那段振奋人心的历史，我们每天到处

走访询问，每天的工作都在寻找与震撼、泪水与汗水交织

中度过。从我的家乡六安出发，河南、江苏、北京，不管多

远，我们都会去寻访，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们绝不放弃。

一番努力之后，我们采访到了淠史杭工程总指挥赵子

厚的女儿赵涛、横排头工程的设计者 88 岁高龄的谭福甲

老人、参与“新中国第一坝——佛子岭大坝”修建者沈福安

等等，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们更加直观深刻地了解了淠史

杭建设时期艰苦卓绝的环境和不畏艰难的精神。

其中在龙河口水库建设时，有一支由 78 名女性组成

的“刘胡兰突击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们中很多人都

已经不在了，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突击连的连长许芳华和

队员邓传英。她们都已年近80 岁高龄。当年许芳华新婚

才刚刚三天，不顾家人的反对，就来到建设大坝的工地上，

邓传英当时也只有十八岁，是个身材娇小的小姑娘。工地

上，八千多斤重的石磙全靠人拉，她们只能缝厚厚的披肩

放在身上，尽管如此，姑娘们的肩膀还是被勒出了一道道

血痕。她们用血肉之躯与执着的信念，共同筑起了世界第

一人工土石大坝！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很多女队员都留

下了严重后遗症，有的甚至一辈子无法生育。

毫无疑问，那段艰苦的岁月给他们的身体造成了无

法挽回的伤害，但在他们坚毅的目光里，我们看到了无怨

无悔。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我的

讲述，让这份皖西儿女的情怀和大爱，久久地传承，让

“淠史杭”的精神化为智慧与力量，激励着每一个中华

儿女！

大

追寻淠史杭 □ 六安市广播电视台 王娟

谁能如此坚守，在社会变迁中记录人间百态？谁又能如此执着，立于时代潮头拨开迷雾探明暗礁？安徽第五届“好记者讲
好故事”活动将告诉你答案。今天是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我们选登部分获奖作品，谨向记者们致敬！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