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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县融媒体中心的电台主持人王寒。我
在电台已走过了八个春秋，这里是我梦想开始
的地方。

记得刚到电台的时候，总是看见身材娇小
的韩雪背着个大帆布包，当时我还觉得奇怪，
直到有一次我发现，原来韩雪总是背着大包的
原因是里面装着一台收音机，三年来，她每天
都要做的事情就是用这个机器随时监听电台
是否正常播出。也是在那一天，韩雪把它交到
了我的手上。当我欣喜地接过它的时候，我明
白，韩雪交给我的不是一台收音机，而是一份
对电台的责任。

生活中我经常会遇到一些朋友这样说：
“你们主持人的工作真好，每天在节目里聊聊
天，就下班了，多轻松啊！”而每当这时，我
都不知该如何回应。我该如何告诉他在我来
到这里的3000多个日日夜夜里，不管是华灯初
上、夜幕降临，还是大雪纷飞、酷暑炎夏，
又或是举家团圆、亲朋相聚的时刻，我却一
个人坚守在那个小小的直播间里，用声音为

大家传递着快乐与正能量。
因为热爱，所以担当，所以坚持。新的时

代，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追梦人，这个梦说大
很大，说小也很小，可无论如何，只有付诸行
动才是实现梦想的根本。

在我的身边有这样一位同事，他叫荣金
鹏，担任电视新闻主播，我们都喜欢叫他大
鹏。大鹏是个东北人，老家在遥远的牡丹江，
2009年来到灌南电视台至今已有10年光阴。
可在这10年中每逢春节，大鹏都会因为爷
爷的电话而湿了眼眶。每到过年时候，虽
然揣着对家乡和亲人的万般想念，可是大鹏依
然选择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因为大鹏知
道节假日正是台里最需要他的时候。这份执着
是爱岗敬业，是担当奉献，也是为民服务的初
心使命。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在这个和平的

年代，也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在平凡岗位上兢
兢业业的你和勤勤恳恳的我，才汇聚起了让世
界惊叹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70年长歌未央。
作为融媒体当中的一员，作为主流媒体前沿阵
地的哨兵，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将立足本职，
爱岗敬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凝
聚中国力量，用我们赤城的家国情怀坚守初心，
热爱灌南、奉献家乡、献礼祖国！

在声波荧屏里坚守初心
我是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编发部的丁仕

伟。
2000年9月份，灌南连续大雨，汪洋一

片！那一天，我碰见一个人扛着摄像机正在
拍摄，那时还年少的我第一次看到真记者，
心里激动呀！不经意之间，电闪雷鸣，风雨
交加，只见那位记者，直接把身上的雨衣脱
下来，盖在摄像机上面，自己淋着雨，继续
拍摄。看到这一幕，我感动了，真的很敬
佩他的敬业和不怕苦精神。可能是受到
那位记者的影响，高考填报志愿时，我
选择了多媒体专业。毕业后，我进了电视
台工作，自此开启了我和电视荧屏耳鬓厮磨
的旅程。
刚到台里领导安排我在学习后期制作的

同时，先给老记者做一阶段的摄像助理，熟
悉熟悉采访环境。有一次，全市工业观摩会
在我县召开，领导安排我和一位老大哥一起
去采访。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就是天太热
了，别说工作了，就是在外面走一会，都会
大汗淋漓。工业观摩期间大家要到到每个点
上进行观摩，由于要拍主要领导在各个点上
的画面，并要把画面传到市台，时间紧、任
务重，不容有失。老大哥亲自上阵。到了观
摩点，老大哥一手三脚架，一手摄像机，飞
快地赶到拍摄地点，找准最佳拍摄位置，抢
拍下需要的镜头，然后再赶往下一站。一个

下午，他的衣服湿了又干了，干了又湿了，
连口水都没喝过，还时不时地给我讲解一些
采访的常识。他不怕苦不怕累、认真负责的
身影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后来，我服从领导安排，来到了新闻后
期制作岗位。我一直用认真细致、爱岗敬业
作为座右铭。工作中，我苦练业务，熟练运
用影像叙事的方式表达新闻，利用画面的转
换承启营造意境，将灌南大事要事、民生民
情通过电视荧屏传递给观众，同事们亲切地
称我为“丁一刀”、“丁一剪”，意思是说我
能利索地处理好电视新闻剪辑中遇到的声音
和画面上的问题。
我们是一群年轻人，自愿献身电视荧屏，

用摄像机、用笔、用键盘、用话筒，见证着
灌南发展，我们累并快乐着！新的时代，我
们成了融媒体人，工作标准更高了，我们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逐梦荧屏，
彰显主流媒体的社会担当，为灌南的高质发
展、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我们融媒体人
新的更大的力量！

守初心逐梦荧屏 用新闻见证发展

我是灌南县融媒体中心采访部的夏丹华。
两年前，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记者。两

年来，在领导、同事的关心帮助下，我慢慢
地适应，并融入到记者这个行列，融入到工
作中。从第一次采访时战战兢兢，与被采
访者面面相觑的尴尬，到现在灵活自如
的问答 ;从第一次稿件被要求重写时的羞
愧，到现在得心应手的写稿……这一路，
布满了太多的坎坷和荆棘，凝结了太多的辛
酸和汗水。两年的工作经历，让我对记者这
个职业有了切身的体验，我深刻的发现，
这个职业在她所有鲜亮的外表下，最真实
的内涵，用一个最通俗的词来概括，就是
“责任”。

还记得为了写好《好妈妈支兰香》那篇
稿子，我乘车到六塘村，和支兰香以及她收
养的女儿，一聊就是半天。为了将每个细节
写好，我花了5天时间写好这篇文章，因为平
时写好一个民生类的稿件，正常我只需要一
天时间，可是对支兰香无私收养残障女儿27
年的感人事迹，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让更多
的人了解她，帮助她。
为了写好《壮丽70年》专栏，在7月份高

温33度的天气下，我顶着炎炎烈日，下乡到
硕项村、刘元村、大庙村等地采访素材，到
现场去感受建国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县的经
济文化生活的发展变化。为了写好领导活动，
常常反反复复看会上记下的笔记、听录音，
深怕错过每一个重要的细节，然后等抬起头

看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多，看到不到一岁的
孩子已经熟睡，心里有时候也会怀有愧疚之
心。像这样的事情，不仅是我，我们中心的
每一个在一线的记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

现在，我从一名报纸记者变身为一名融
媒体的记者，两个月的时间，让我深刻地认
识到，作为传统媒体的记者必须快速适应形
势的发展，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首要的
任务就是要做一个全能型新闻人，不仅
要充当专业的内容生产者，在多元化的
素材采集的同时洞悉各媒体平台的特点，
做出更贴近受众、形式灵活、内容丰富的全
媒体新闻。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牢记社会责
任与职业良心，坚持正确工作取向和新闻志
向，做一个事件真相的传播者，成为“社会
舆论的引导者”。

不负春光，方迎秋实。我相信，融媒体
中心的全体新闻人将会脚踏实地、勇担重任，
把爱国奋斗精神转化为动力，不断提高高质
量生产信息、多渠道传播信息的能力，用有
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矗立起党和
人民信赖的基石。

增强“四力” 做全能型记者

我是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的马行艳。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汽车后备箱永远

有两双鞋：高跟鞋、运动鞋，这两双鞋陪着
我走了许许多多的路，更见证了我成长的故
事。12年前，我成为了灌南广电局广告中心的
一名文案策划，那时候的我，怀揣梦想，年
轻却自信，青涩却坚定，高跟鞋是我的标配，
也是我的最爱。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很快工作
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就给了我当头一棒，这一
棒就是2009年灌南县首届房地产交易博览
会的文案策划。为了得出最准确的数据、
最行之有效的方案，我脱下我的高跟鞋换
上运动鞋，走街串巷，东奔西走。我跑遍了
全县的11个乡镇，询问了几百户人家，之后加
班加点计算数据，绘制图表，记得为了绘
制展位图，也让我吃了不少苦头，我不会
使用CAD的绘图软件，只能用PS一根一根拉
线条，一块一块涂颜色。经过了不断修改，
核实，推敲，最终拿出了一份让领导满意的
方案。

但二十天的风吹日晒，让我整个人都变

了一个模样，闺蜜看见我，满脸惊讶：天啦，
这个又黑又邋遢的丫头是谁啊？我笑着说：虽
然我爱美，虽然我爱高跟鞋，但为了工作变得
黑一点，变得邋遢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令
我欣慰的是那年的房展会，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在展会现场成交的购房就有好几十套。作
为参与房展会的一员我异常激动，第一次为了
工作而兴奋地掉眼泪。我感谢我的高跟鞋，给
了我美丽和自信，我感谢我的运动鞋，让我双
脚沾满泥土，锻炼了我的脚力、眼力，磨砺了
我的脑力、笔力。这就是我的韶华初心、青春
使命，我无怨无悔。

2019年8月24日，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正
式揭牌成立，我所在的广告中心成为了灌
南县传媒集团的主要部门，新单位、新平
台、新理念，创新的多媒体传播平台，让
习惯于传统媒体的我面对新的形势、新的
广告环境不得不开始艰难的职业转型。我理
解的融媒体，不仅是要求我们融媒体人变
得可以适应网络、电视、微信、客户端等
不同平台需求的多面手，更是要求我们传媒
集团能够利用这样的大舞台，抓住这样的
好机遇，发挥自身的优势，助力融媒体中
心的发展。
有人说媒体融合真的很难，就像一场夜行

军，但是我想说，我们不怕！我们努力着，奋
斗着，相信传媒集团会越来越好，我们的融媒
体中心也一定会直挂云帆济沧海。

秉韶华初心，尽青春使命

我叫杨逸，2015年考入灌南县电视台。
融媒体中心成立以来，我进入新媒体部工
作，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让我感慨万
千。

回首到新媒体部工作的这短暂的历程，
有畏难的情绪，有工作学习的艰辛，也有出
其不意的收获。这些日子里，我接触到了很
多以前没有涉及过的工作内容，学会了做公
众号，懂得了如何采访，开始练习写简单的新
闻稿件。
我深深地感到，在自己平凡而又短暂

的人生历程中，能在融媒体这样的大舞
台、大熔炉中成长和锻炼自己，我感到无尚
的光荣和自豪。“一天一跬步，一年一大
步。在学习中锻炼，在锻炼中提高。”现
在的我虽然刚刚踏进新媒体的大门，但
是我深深地懂得，从文字稿件、广播连
线、摄影摄像、手机直播，到VR等不断出
新的技术，要成为一名全媒体记者，我们的
路还很长，不仅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还

需要拥有更新的角度和视野，跟得上传
播媒介的每一次变革，交得出让百姓喜
爱的新闻作品。

作为一名新闻人，我们年轻、有知识、
有激情、有勇气和奉献的决心。展望未来，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保持强烈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爱岗敬业，勇担责任，团结一致，克
难奋进，积极投身到灌南融媒体中心的发展
工作中去，用雄心壮志燃烧无悔青春，用满
腔热血谱写壮美诗篇。

我要打点好行囊，从点滴学起，从点
滴做起，装上勤奋与创新，装上阳光和
好心情，装上目标与方向，做一个合格
的新闻人！

融创未来 躬行脚下

我是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新媒体部的朱影
雁。

2012年大学毕业的我顺利加入了灌南广电
的大家庭，成为了一名新闻工作者。每当有
人问我，做新闻工作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
总会毫不犹豫地说，是“责任与感动”。多少
个夜晚，整个城市都在安静中沉睡时，单位
的大楼却依旧灯火通明，他们会为了拟定一
篇新闻稿的标题反复推敲、激烈讨论，直至
最终满意；他们会为了校对一个字的用法多
方查询，直到确认无误；他们会为了确保会
议报道的顺利进行而不顾身体严重超负荷劳
作，始终坚持一线。他们———就是我尊敬的
领导和可爱的同事。“当你看到我时，我和
我的新闻在电视上；当你看不到我时，我和
我的新闻在路上”他们总爱这样说，可有谁

知道，这一句简单的调侃背后，隐藏着多少
新闻人的青春和汗水呢？时代在发展，新闻
事业也要与时俱进。随着县融媒体中心的成
立，我也进入了新媒体部，开启了全新的工
作。在新媒体部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
深入新闻一线，真正懂得了增强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对于一名新闻工作者而言是多
么的重要，也更加激励我们多跑动，善观察，
深思考，勤创作。通过深入的学习，我明白
了媒体融合不是新型媒体取代传统媒体，不
是颠覆与被颠覆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相互学习，相向而行。于是我开始
学习如何给报纸写稿，如何拍摄电视画面，
如何拍摄新闻图片，我还要学会新闻策划，
学会视频剪辑，学会H5，学会短视频，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
代，这个社会，永远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

我们这一代传媒人，面临传媒业百年未
有的大变局，我们必须主动融合，加速融合，
深度融合，才能赢得未来。我一定会在新时
代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融创未
来的新起点上，继续前行！

融创未来 我们踏上新征程

我是灌南县传媒集团的刘海军。
1995年，我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

业，分配到广播电视台工作。那时正
是电视媒体的黄金时代，人们业余生
活的最大乐趣可能就是看电视了。
记得那时电视制作还是磁带的时
代，剪辑新闻需用用剪辑机，由
于磁带机是机电一体化设备，经
常会出现一些故障，我当时作为一名
技术人员经常做的事就是要拆开剪辑
机帮忙取出卡住的磁带，并复位清除
故障。那时的电视要上字幕必须通过
一台叫字幕机的设备。字幕机由电脑

加上字幕卡和相应的软件构成，
如果出现一些软件上的故障，基
本上我都可以排除和修复。
然而，技术人员也不是万能

的，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
字幕机又出现故障了，无法开

机，这一次我没能修复，领导很着
急，电话急招厂家来人，记得当年，
厂家的工程师和我两个人在机房忙了
一夜，从晚上六点一直到早上六点用
尽办法也没有把那个机器修好。两个
人累瘫在机房的地毯上发出一声叹
息：“电脑电脑，无穷烦恼！”从那
时开始我的头发开始日渐稀少。
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给媒体的发

展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变革，随着电
子计算机技术发展电视制作也由
原来的磁带式线性编辑进入了非
线性编辑时代，从而进入了数字

化网络化的制作模式，国内的品牌
的硬盘制播网如大洋、索贝动辄
就上百万元，县级电视台在资金上无
法承受的。但这并没有难住我们县级
台的技术人员，我们自已动手搭建内
网，共享硬盘素材，土法上马，结
合硬盘播出系统，自主完成了台
内的非线性硬盘制播网，并一直使
用至今。
如今我们迎来了崭新的融媒体时

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为新闻传媒行业
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作为一名
技术人员，应该充满信心，迎接挑
战，努力地做好技术支撑和技术保障
工作，破除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壁
垒，实现“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
渠道传播”，着力提升新闻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打通基层宣传“最
后一公里。”

融媒体，我们再出发
我是灌南县传媒集团的洪晓

波。
能让一个女人最美丽、最诱

人、最具有魅力的是什么呢？是
奢华的提包？是耀眼的首饰？
是高级的化妆品？还是高档的
服装？我想这一切，都不是。答案
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微———笑。
微笑无声无息，却是最美丽的语
言。
微笑同样也是一种力量，在

市场竞争激烈、强手林立的今
天，我们广告人要想使自己拥
有一席之地，优质服务是至关重
要的。而发自内心的微笑，又是其
中的关键。当你走进我们广告营业
大厅,你就会被我们每个人脸上真
诚的微笑深深吸引，当你坐在
椅子上，看着宽敞明亮的厅堂、

整齐上墙的规章制度，再
喝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
您就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
感觉！“没有不对的客户，
只有不对的服务”是我们
的座右铭。我们知道，文
明服务需要有承受委屈的心胸
和解释的耐心，唯有注入真情
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曾记得我们之前多次举办过各

种展会活动，其中，涉及到很多超
负荷的繁琐工作，而我们作为女
同志，为了完成广告创收任务，
每一次都是撇家舍业，早出晚
归，奋战在活动现场，每天高强
度、高效率工作甚至达到十个小
时以上。为了赢得客户的信任，
我们面带微笑，做好一切解释宣
传工作，我们的信念就是，即使饭

顾不上吃，水顾不上喝，也要把单
位的事情做完，坚决不拖后腿！
每当活动圆满结束，单位由此
增加了创收，我们都是从心底里
发出了微笑，认为一切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
此时此刻已近深秋，又是一个

收获的季节。我们微笑在一处，就
是一个美丽的花园；我们战斗在一
起，就是一道迅雷和闪电；我们凝
聚一起，就是整个耀眼的星空！让
我们面对美好的未来，盛开最美丽
的微笑吧！

微 笑

当你为一篇篇精彩的
报道而感动时，为一幅幅
生动的图片而赞叹时，你
是否想了解这些新闻背后
的故事？

11月8日是第20个记
者节，本报特推出记者节
专版，也让记者当一回版
面的主角，各自选取采访
中比较难忘的新闻事件，
述说这些新闻背后的故
事，以期让读者了解新闻
采访的酸甜苦辣，了解“无
冕之王”的自豪和无奈。
尽管记者这份职业很

辛苦，但很多记者依然为
此“痴狂”。因为做新闻，
让我们收获了很多———见
证历史的发生，推动事件
的改变，挖掘鲜活的人
物，反映市民的心声，赢
得读者的信任和感动……

“铁肩担道义，妙手
著文章”，这是我们媒体
人不变的信念和追求。

媒
体
融
合
，
我
们
在
路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