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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城·聚焦 黄河时报

特别报道

我们是记者
今天的头条留给我们自己

□黄河时报记者 张迪

11 月 8 日，中国第 19 个记者节。 在今天，我们想把头条留给自己，以讲故事的方式，为你呈现发生在 2018 年的热点新闻、民
生实事和暖心故事。 这些故事，和 2018 年“
天鹅之城”的发展紧密相连； 这些故事，和崤函儿女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故事，无不蕴
含着《黄河时报》
“
有用 有趣 有担当”的办报理念……今天，把我们的故事讲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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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黄 河 时
报》，要闻版占据着
重要位置， 国家大
事、 本城要闻以消
息、图片新闻、一句
话新闻等形式 ， 每
天如期与读者见
面。
从全国“两会”
召开， 到三门峡进
入“两会时间”，从
三门峡“一节一会”
到“一节一展”，大
事小情都是我们关
注的焦点。 据记者
统计，截至目前，今
年本报已发布各类
时政新闻 1400 余
篇， 为读者带去最
通透的解读、 最接
地气的报道。
今年是改革开
放 40 年，百姓对幸
福的向往， 是生活
在山清水秀之 中 ，
有安居乐业之 态 ，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的伟大梦想。 围绕
着脱贫攻坚、 污染
防治、 扫黑除恶三
大社会关注的热点
话题， 本报发布各
类公告 100 余次，
发布相关报道 570
余篇。 单腿双拐靠
双手致富的杨书
春、 因连续加班晕
倒的卢氏民警薛辉
……一个个闪光的
人物， 无不展示了
三门峡人奋发向上
的精神面貌。

民生实事
一天 20 个问暖电话，一周 10 篇市民热线
不论夜晚白天，不论严寒酷暑，抓起
照相机，拿起手中笔，四处奔波，帮老百
姓多次解决问题。 截至目前，本报已发布
各类市民热线 400 余篇。 芮宝大桥何时
通车？ 河堤路拥堵问题咋解决？ 小区门口
阀门井缺盖怎么办？ 本报多部门沟通，力
求能为老百姓解决一些实事、难事。
根据时下热点开设专栏，是本报的一
个惯例。 每到供暖季，本报的“问暖热线”
就会火热开启， 至今已陪伴大家走过 5

个寒冷冬季。 今年，
“问暖热线”仍然由记
者詹江峰负责。 在供暖开始的前一周，他
每天都能收到众多市民热线， 最多一天
收到 13 条问暖短信， 接到 20 个问暖电
话， 一周内和供热公司工作人员电话沟
通 30 余次，入户采访 10 余次，俨然成了
一名“
暖气专家”。
“现在我们家里的暖气问题，我多半
都能自己动手找到问题去解决了。 ”詹江
峰说。

供暖季暖气出现长时间不热的情况，
供热公司能否退还部分采暖费用， 又该
如何退； 枫桥水岸小区用暖遭拒绝，“问
暖”记者多方调查寻找真相，最终在促成
的调解会上达成了初步意见； 宏江小区
二期今冬能否正常供暖， 本报带来最权
威的答案……市民向本报反映的供暖问
题，超 9 成得到了有效回复。 一篇篇问暖
报道像暖流一样，温暖了千家万户。

节节出彩
首个医师节和农民丰收节，报道丰富又好看
大爱无疆、 医者仁心。 今年 8 月 19
每到重大节庆及特殊节点， 本报都
会提前精心策划，推出特别报道。 元旦出 日是首个“中国医师节”， 本报推出了
行指南为你分忧，春节连续报道不间断； “2018 中国医师节特别报道”， 社区医生
多角度报道中考，全方位展现高考；中秋 秦建昌、援疆医生崔海峡、乡村医生马彦
节“家”的故事，诉说不一样的“团圆”；建 生、老中医张三友成了新闻里的主人公，
军节的军人故事述说热血男儿保家卫国 他们说“因为这里有人需要我，所以我来
的豪情；环卫工人节，给城市添一抹橙色 了”，他们说“我离开农村，村民看病就不
温暖……故事的主人公不一样， 带来的 方便了”。 他们的语言朴实无华，但却用
感动与触动也不尽相同。
行动向人们展示了医务工作者救死扶
除了这些节日， 今年又新增两个节 伤、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
今年不仅迎来了首个“中 国 医 师
庆——
—
“
中国医师节”和
“农民丰收节”。

节”，首个“农民丰收节”也在农历秋分顺
利举办。 我市在此期间举办了一系列精
彩活动，与农民朋友共享丰收喜悦。 在首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上， 市委书记刘南昌
当了回灵宝苹果的“代言人”，陕州区传
统工艺的直播引来盛赞， 渑池载歌载舞
欢声笑语话丰年等等， 本报媒体全方位
多角度报道各地特色农产品丰收的喜人
场面， 全面反映新时代三门峡乡村的崭
新风貌。

暖心故事
在“天鹅之城”三门峡，有这样一群可爱的人
每天不一样的暖心故事， 都在天鹅
之城温暖上演。
遇到困难怎么办？ 这些好人给了答
蜗居”20 余年，
“无名氏”女
案。在外流浪“
子终于回家了，回家补户口、办理特困供
养，时隔多年终于获得“身份”；暴雨天教
师杨永飞背学生“过河”，暖心举动获大
家点赞；路遇学生晕倒，热心教师张旭阔

紧急送医救助；孕妇难产被困雪中深山，
灵宝苏村乡民警医生接力救援……
遭遇苦难怎么办？ 本报竭力用心为
你报道呼吁。 我市一年轻妈妈患“怪病”
严重腹泻，经本报记者多次报道并呼吁，
爱心医生看到报道上门进行救治， 如今
这位年轻妈妈逐渐康复； 本以为是感冒
后遗症，却被诊断患上急性白血病，本报

积极进行呼吁，经多方努力，短短几天筹
集到 27 万元； 老汉独自一人进城卖桃，
本报记者帮其呼吁， 得到热心市民朋友
圈转发，一天订出桃子 660 斤；三门峡 7
岁男孩与白血病抗争两年多， 急需救命
钱， 本报多次呼吁， 为他寻找生命之光
……

文化记忆
改革开放 40 年，讲好三门峡故事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们在改革道
路上步履铿锵、神采飞扬，如今的崤函大
地上，一幅幅蓬勃发展的斑斓画卷正
徐徐展开。 为更好地刻画 40 年印
记， 本报推出系列报道 《三门峡
40 年》，每周用二至三个版面，讲

述崤函大夺改革开放的故事。
1978 年，从“吃大锅饭”到“包产到
户”，改革春风在吹；1980 年，《庐山恋》女
主角换了 43 套衣服，成为女青年的“制
衣模板”；1982 年， 三门峡采煤工在全国
舞台上风光亮相……如今， 改革开放的

故事还在继续，记者阴波说，每写一年改
革开放的报道， 都像穿越时空回到了那
个年代般感同身受， 希望在历史的车辙
中，他可以用手中的笔去记录、还原、展
现。

记者，简单的两个字，需要用汗水和坚守去注释。 新闻是有温度的，文字是有力量的。 我们是观察者、记录
者，也是参与者、推进者。 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们还是会冲锋在前，逆行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