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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我省举行庆祝记者节大会
本报记者郭建政等四人作典型发言

本报济南11月10日讯(记者 刘

爽) 10日下午，我省新闻界庆祝记

者节暨表彰大会在济南举行。会议
对第20届中国新闻奖、2009年度山

东新闻奖的获奖者进行表彰。省委
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会议
并讲话。

刘伟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
候，向为我省新闻事业作出贡献的

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表示崇高敬意，

向荣获国家级、省级新闻奖的优秀
新闻工作者表示热烈祝贺。

他强调，在全面推进经济文化

强省建设的进程中，新闻工作者使

命崇高、任务光荣、责任重大。希望

全省新闻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认

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和李长春
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坚持讲政治、讲党性、

守纪律，宣传好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努力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积极宣传者；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

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坚持和发扬“三

贴近”的优良传统，准确把握和及时

反映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所怨，努力

做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言者；要把追

求真理、维护正义作为新闻工作者
的第一天职，勇于承担起探求真理、

传播真理、弘扬正气、坚持公正的神

圣责任，努力做真理正义的坚定维
护者；要不断更新新闻宣传理念，在
增强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

力上下功夫，在增强互动性、寓教于

乐、寓理于情上下功夫，在内容常

新、形式常新上下功夫，努力做优良

文风的带头实践者；要进一步加强

理论学习和道德修养，严格要求，廉

洁自律，堂堂正正，一身正气，努力

做立德立功立言的执着追求者。各

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新闻事业，

真诚欢迎舆论监督，热情关心新闻
工作者的成长进步，努力为新闻工

作者创造良好的学习、工作、生活环

境和民主、和谐的良好氛围。各级党

委宣传部门、新闻工作者协会要认

真做好队伍建设、行业管理、行业自

律等方面的工作，使我省新闻战线
出现更多在全国有影响有地位的德

才兼备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

员、名主持人和出类拔萃的优秀传
媒经营管理人才。

今年我省在中国新闻奖评选中

共有9件作品获奖，其中2件作品

获一等奖、7件作品获三等奖。其

中，大众日报有 3篇稿件获奖：首

席评论员孙秀岭撰写的报纸评论

《不是所有弯道都是超越好时机》

获一等奖；记者张西可、宋学宝、陈

礼章采写的《潍坊率先撤销 11家
驻外办事处》获得三等奖；记者姜

国 乐 采写的《“三把尺子”量政
绩——— 寿光人眼中的老县委书记王

伯祥》获得三等奖。

在表彰大会上，大众日报首席
评论员孙秀岭，山东广播新闻频道

副总监孟文峰，山东电视台农科频

道采访部主任、乡村季风制片人唐
永强，齐鲁晚报·生活日报图片新闻

中心记者郭建政在会上发言。

去年我采写的评论《不是
所有弯道都是超越好时机》，

成为山东报纸第一个获得中
国新闻奖一等奖的评论文章，

实现了山东报纸评论宣传的
新突破。

多年来，大众日报党委十
分重视评论工作。我们始终把
围绕省委中心工作，服务强省
建设大局，作为自己的神圣责
任和使命。每逢重大政治事
件，或中央、省委召开重要会
议，出台新政策新精神，我们
总是提前策划、充分准备，在

准确、快速、深入地宣传好中
央和省委精神上走在前面。

在这次参评中，我的评论

在选取角度、论证、表述等方
面，更具贴近性、亲切感，特色
较为鲜明。正是靠创新，使我
在同题竞争中赢得了优势。

当前，山东正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在建设经济文化
强省的道路上奋勇前行，这为
党报评论有新的更大作为创
造了良好条件。我们深信，始
终围绕省委中心工作，加强学
习，深入实际、深入生活、贴近
群众，勇于创新，就能不断写
出有影响力的评论，奏响经济
文化强省建设最强音。

我们农科频道的主要节
目有《乡村季风》、《热线村村
通》和《农资超市》等，多年
来，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农业
专家的认可，也屡屡获奖。这
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编辑
记者们在新闻宣传工作中贴
近实际、贴近农民的结果，对
此我说三点体会：

一、坚持把社会效益、公益
属性放在第一位；二、转变作
风、深入乡村、了解民情；三、心
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

随着时代的变化，农科
频道节目的拓展空间还很
大，今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地
做农民的贴心人。

本版摄影 徐延春

青海玉树地震已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但2010年8月19日这
一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
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
委在青海西宁市举行全国抗震
救灾总结表彰大会，国务院副总
理回良玉亲自为我戴上了“全国
抗震救灾模范”奖章。

2010年4月14日7点49分，

青海玉树发生里氏 7 . 1级地
震，齐鲁晚报·生活日报在第
一时间启动重大事件报道应
急机制，决定火速派记者前往
玉树灾区！同时，成立后方编
辑团队。

4月15日下午，我和文字
记者董钊抵达玉树震区，成为
第一批赶到灾区的山东记者。

在从机场赶往主灾区结古镇
的路上，我在痛苦不适中，仍
然不停地按动快门。在海拔
4000米的高原上，我背负着60

余斤的摄影器材，边走边拍，

一直走到晚上8点。

可以说，从踏上玉树这片土
地开始，我手中的相机就没有停
止。有时，用雪水简单洗一把脸，

饿了就吃点随身带的饼干。

18日是玉树地震后第 5

天。白天，我背着相机和各种

型号的镜头走了十多公里的
路，在废墟上爬上爬下寻找拍
摄角度。到了晚上8点刚想吃
饭，我接到前方传来的消息，

一组救援队探测到了生命迹
象，可能有奇迹发生。不顾体力
的透支，我拎起相机又出发了，

搜寻、拍摄，一直忙到19日凌晨。

这一天一夜共走了多少里路，

我也算不出来，只感觉步子越
来越重，身上的装备也在变
沉，呼吸从没有那么困难。

高寒缺氧、缺衣少食、睡
眠不足，再加上连轴转的高强
度工作，终于将我击倒。19日
一醒来，我咳了两下，吐了两
口全是血。医生严肃而坚定地
要求我立即离开高原地区，否

则，随时有生命危险！

在玉树机场，当我看到机场
上堆满物资，不少救援人员在忙
碌着，便强忍着病痛继续拍摄，

虽然手有点发抖，但我努力地控
制着，一张又一张，以至于前来
接重病号的医生在现场根本找
不到“病号模样”的人。

到达医院后，我被诊断为
急性高原肺水肿，主治医师李
大夫拿着肺部的片子对我说：

“你看肺里全满了，小伙子你
命真大，再晚上几个小时你就
没命了！”而就在入院治疗的
过程中，我还用镜头记录下了
4月21日西宁医院里全国哀悼
日的一幕幕……

今天，我胸前挂着这枚
“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的奖章，

其实，她也属于我的同事，更
属于有着坚强战斗力、巨大凝
聚力的齐鲁晚报·生活日报这
个英勇善战的团队。

我深知，记者就意味着沉甸
甸的责任，就意味着无私地奉
献。我爱相机这份沉重，我爱记
者这份职业，我将继续践行“三
贴近”，为人民鼓与呼，为时代歌
唱，做一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记者。

山东广播新闻频道以铸
精创优、打造过硬记者队伍为
目标，近几年每年都有作品荣
获国家级大奖。更为可喜的
是，一批年轻记者和主持人
脱颖而出，成为我们创优的
主力军。

我的体会是用标准成就
优秀节目，用节目成就出色记
者，以作风锤炼过硬队伍。媒
体有强弱，记者无大小。记者
的品德、记者的作风，改变着
媒体的整体形象。

今起两股冷空气侵袭我省
今夜最低温降至1℃左右

本报济南11月10日讯

(记者 刘红杰 ) 从11日

起，两股冷空气相继侵袭我

省，11日夜间全省最低气温将

降至1℃左右。11日的冷空气

还将为我省周边海域带来最

大10级的阵风，为此，省气象
台于10日下午发布了海上

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受东北气旋影响，11

日，第一股冷空气将登陆我

省。预计11日白天到夜间，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

中部西北风7～8级、阵风9

～10级，12日白天转南风6

～7级、阵风8级，半岛地区

西北风5～6级、阵风7级，12

日白天转南风4～5级。为

此，山东省气象台10日下午
4点发布了海上大风黄色预

警信号。

伴随着大风天气，10日

夜间到11日白天，半岛北部

地区天气多云间阴，局部有

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

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全省

天气晴间多云，鲁西北、鲁中

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最低气

温将降至1℃左右，其他地

区降至5℃左右。

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

全省天气多云，南风转北风

3～4级，气温稍有回升，最

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

陆地区3℃左右，其他地区

7℃左右。

省气象台预报，13日，

第二股冷空气将紧跟着影

响山东，这股冷空气较 11

日的冷空气势力会更强。

本报威海11月10日讯(本

报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崔晶 江婷) 11日，受渤海
气旋影响，威海沿海和各海区
将有7～8级、阵风10级的强
风。受此影响，11日威海至大
连的客运航线将全天停航。

10日下午，威海市发布了
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和海上风
险黄色预警信息。威海市海事
局已要求过往船舶觅地避风，

近海航行作业船舶立即回港。

威大航线

今日停航

奏响强省建设最强音
大众日报理论评论部 孙秀岭

用生命诠释敬业真谛
齐鲁晚报·生活日报图片新闻中心 郭建政

媒体有强弱

记者无大小

努力做农民的

贴心人

山东电视台农科频道

唐永强

山东广播新闻频道

孟文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