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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编辑记者收看
“好记者讲好故事”

最好的故事永远在基层
本报讯 （记者 尹晓玉） 11 月 7 日
晚，本报编前会议室里不时传出阵阵掌
声。在第 19 个记者节来临之际，本报
编辑记者收看了“好记者讲好故事”河
南省 2018 年记者节特别节目。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故事，让每位编辑记者深受
启发。
节目中，来自河南的 10 名记者和 3
名中央驻豫新闻媒体的记者，用他们的

职业经历和心灵感悟，讲述了一个个感
人至深的好故事。“我的丹江小妞妞”
“无臂羊倌曹建新三退低保”“这些年我
这样写兰考”等来自基层的故事，引发
了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
“看了今晚的节目，我最深的感触
就是最好的故事永远在基层。在以后的
工作中，我也要深入基层，扎实采访，
争取写出出彩的故事。”记者李林润感

慨道。
听了来自新闻战线的优秀记者讲
述自己的经历后，本报记者纷纷表
示，身为记者，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
豪。同时，也深感自己和优秀同行相
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要更加努力，向优秀记者学
习，传递向善向上的社会正能量。”记
者姚晓晓说。

向最美逆行者致敬
□本报记者 王 辉
有位新闻前辈曾说过，当灾难来临
时，会有两种人逆流而上：军人和记
者。
“很巧合，
我们家，
两个人占全了……”
昨天晚上，当 《大河报》 记者侯梦菲娓
娓道来她的记者故事时，触动了我的内
心。
一个家庭，丈夫是军人，妻子是新闻
记者，他们共赴灾区抗洪，演绎了一个美
丽的逆行故事。听着她讲述故事，仿佛
一幅幅温暖的画面向我们走来……
人们常说：“逆行的背影，最美。”

当灾难和危险到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
人向远离危险的方向奔逃，但有的人却
是逆行。这其中，就有我们记者的身
影。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灾难发生的现
场，及时发出准确消息。
这又让我想起了 2017 年 2 月 7 日，
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临颍县窝城镇后
张村 12 岁女孩不慎坠入一口机井中，
我的同事李元良、杨光、陶小敏一起驱
车 60 多公里，向着生命的呼唤奔去。
他们以新闻人的职业精神克服重重困
难，在泥泞不堪的雪水中摸爬滚打近 9
个小时，冒着风雪、严寒和饥饿，用镜
头和笔头从不同角度记录下一幕幕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的生命大救援场景。当
小女孩成功被救出那一刻，拖着疲惫身
躯的同事们与救援人员一起欢呼雀跃，
因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
这样的新闻场景，其实在我们身边
还有很多，汶川地震、台风来袭、暴雨
倾城、车祸现场……总能看到，同事们
和同行们，一次次冲在最前面，这正是
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担当。他们把对职业
的追求和抱负，书写在了基层、路上和
现场，书写在了人民群众心坎上，以新
闻人的更加精彩，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
浓彩。
致敬这个时代的逆行者！

保持一颗热腾腾的心
□本报记者 于文博
11 月 7 日，我和许多记者同事一
起，观看了“好记者讲好故事”河南省
2018 年记者节特别节目，看到这些每
日奔赴一线的同行们，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诠释了他们对新闻信念的坚守，也
激发了我作为记者的满腔热血。
听着电视上优秀记者们分享的故
事，我的职业自豪感油然而生。回想自
己工作的 8 年，从一名懵懂的新闻新兵
到慢慢熟悉这份职业，从每天不知做什
么到有人主动向我提供新闻线索，我从
记者这个职业中获得太多的成长。

杨光是我的同事，他采访营救 12 岁
坠井女孩的新闻，及时、准确地记录下了
当时的情景，这种对新闻的热忱，对生命
的负责，让我由衷地感到钦佩和自豪。
有人说，做社区新闻要沉在一个地
方，不停地往下挖，才会有源源不断的
水源。作为一名社区记者，我从这句话
中受益匪浅，社区新闻需要深度挖掘，
需要深度思考，才能从日常琐碎中找到
闪光点，发现源源不绝的新闻线索。为
了收集这些闪光点，要走过每一条街
巷，要和男女老少谈天说地，要观察每
一个角落的变化……我记得，为了采访
一位孤寡老人，我和同事前后跑了四趟

才见到老人。为了采访有关社区建设的
新闻，我一天之内跑了四五个社区。为
了和社区居民打成一片，无论他们有什
么活动，我都会前去参加。和居民们打
交道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得到了许多，
不仅写了报道，也感受到了温情、友谊
和满满的正能量。也正是这种来自社区
的温暖，让我每天乐此不疲的，奔走在
大街小巷。
“做记者难吗？”生活中，很多人这
样问我和我的同事，我们经常会告诉他
们，“挺难的，也不太难”。保持一颗热
腾腾的心，对新闻永远心生向往，做记
者，挺好的。

深入采访
探求真相
□本报记者 潘丽亚
11 月 7 日晚，在看了“好记者讲好
故 事 ” 河 南 省 2018 年 记 者 节 特 别 节
目后，我为自己能是他们中的一员深感
骄傲。但是，也通过这些好记者讲述的
好故事，我不停地反思：自己应该向这
些好记者学习，扎实采访，用精品力
作，奏响时代强音。
在今年的记者节特别节目中，有一
位好记者是我的同事杨光。他在 2017
年 2 月 7 日晚的那场风雪营救中，以新
闻人的职业精神，在泥泞不堪的雪水中
坚守近 9 个小时，及时用手机、相机拍
摄大量图片和视频资料向后方传送。后
来，他拍摄的新闻图片获中国新闻奖二
等奖。这是本报创刊以来所获最高荣
誉。更为重要的是，他这种新闻职业者
的责任与坚守，也是我们每位记者今后
学习的榜样。
我作为一名热线新闻记者，每天接
到的热线中，有求助类的，有举报类
的，也有反映公共设施问题的，都是与
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如何
在老百姓与党和政府之间架好桥梁，帮
老百姓解决问题，是我首先考虑的问
题。
今年 8 月，居住在黄河路兰乔圣菲
小区的居民反映，小区对面的大屏幕整
夜闪烁，影响居民休息。
为了弄清实际情况，我两次在晚上
10 点左右到现场进行采访，并辗转多
个单位，最终与大屏幕的所属广告公司
取得了联系，原来是大屏幕出现技术故
障所致。广告公司及时对大屏幕进行维
修，得到了广告公司和居民们的双方称
赞。
在我们每天接到的新闻热线中，读
者反映的任何问题，无论事件大小，我
都后一一做好记录，并时刻牢记不到现
场就无法清晰地获取新闻要素，所以今
后我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到现场采访，更
要全面采访，坚持勤跑多看、多想，牢
记“不到现场不采访”，深入探求事实
真相。

2018 年河南体彩年销量首破 150 亿元
连续实现高位跨越
河南省体育彩票中心再传捷报：截
至 11 月 1 日，我省 2018 年体育彩票年销
量已达 150.16 亿元，首次突破 150 亿元
年销量的历史平台 ，与 去年同 比 增幅
36.3%，为社会筹集公益金 35 亿元。至
此，中国体育彩票在我省历史总销量已
达 905 亿元，为社会筹集公益金 245 亿
元。

18 周年捷报频传

2018 年是电脑体育彩票在我省上市
18 周年。进入 10 月，我省体育彩票工作
可谓捷报频传：10 月 13 日，18 地市同步
开展庆祝电脑体育彩票在我省上市 18 周
年公益主题地推活动，全省体彩从业者
和广大群众一起欢度周末，分享 18 年来
体彩公益金和体彩公益活动的惠民成就；
10 月 24 日，年销量达到 145 亿元，历史总
量首次突破 900 亿元大关……

公益彩票。彩票资金构成比例由国务院
决定，逾期未兑奖的奖金，纳入彩票公
益金。体育彩票资金包括返奖奖金 （用
于向中奖者兑付奖金）、发行费 （用于销
售网点佣金、上交发行机构、销售机构
运营及业务宣传促销等） 和公益金 （用
于全民健身、补充全国社保基金、奥运
争光等公益事业）。

体育彩票的销售资金都用在了

销售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都
用在了哪里

中国体育彩票是
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
资金，促进社会公益
事业发展而特许发
行、依法销售的国家

销售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
于：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补
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助学、法律
援助、城乡医疗救助、扶贫、残疾人救
助、红十字事业、赈灾救灾、农村养老
服务、文化事业等。

哪里

中国体育彩票

可以说，买体彩就是做公益。体彩
公益金惠及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您是否
购买体育彩票，都将从中受益。

河南省筹集的体育彩票公益金
如何分配使用
河南省留用的公益金，由省体育
局、市、县 （区） 体育行政部门、省财
政统筹，按照规定的比例分配使用。河
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不使用体育彩票
公益金。除了 17.5 亿元将用于我省的全
民健身活动、健身器材和健身场所普及
等惠及全社会的公益事业外，上交中央
的 17.5 亿元公益金里将有 10.5 亿元用于
补充全国社保基金。
体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