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论风生
散文是写真的文

体要要要这样的常识袁原
本是无需讨论的遥 但在
当下袁 一股虚构散文的
思潮袁 仿佛虚火一样地
旺盛袁 让这样一个简单
的常识判断袁也陷入口水的漩涡袁变得纠缠不清遥

再怎么变换花样地创新袁都不能把鞋子当帽子戴在头上袁也不
能把帽子当鞋子穿在脚上要要要同为织造品袁各有各的功能袁不能混
为一谈遥

然而就散文真实性本身而言袁也有必要打量和审视袁并不是貌
似真实袁就真的真实遥读文学史袁不难发现编史者对野现实主义冶这个
词组充满偏好袁视其为文学的正统正道袁对其不惜溢美之词遥但自诩
或标榜为野现实主义冶的作品袁真的就能承载起记录和解读现实的责
任钥 又有几部号称现实主义的作品袁名副其实地能经得起现实的验
证和时间的大浪淘沙钥诸多的作品袁徒有野现实冶的标签袁却无野现实冶
的内质袁是羊头之下的狗肉袁属于典型的野伪现实主义冶遥

现实有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之别袁 有表象真实与本质真实之
分要要要诸如此类袁都对作者的辨析力尧认知力和表达力形成高难度
的挑战遥大多数的写作者袁并非不想表达现实袁甚至有人殚精竭虑地
执著于对现实的照猫画虎袁但遗憾的是袁他们却并不具备开掘现实尧
发现现实和表达现实的能力遥 在野眼见为实冶理念的支配下袁他们也
许也走南闯北袁实地察看袁但由于眼力尧心力和笔力之不济袁最终还
是止步于浮光掠影的浅滩袁被表象的光色所引诱袁被表象的幻影所
迷惑遥 表象是粉刷在生活颓墙上的油漆和陈列在生活展台上的布
景袁甚至有可能是请君入瓮的棋局袁他们非但对此浑然不知袁而且深
情地陶醉袁痴迷地沉溺遥

眼见袁并不一定为实袁反倒很有可能是眼见为假遥 生活犹如礁
石袁露出水面的袁只是少许的棱角袁更为庞大更为庞杂的部分袁尚且
隐匿于深水之中遥 一棵树的花开花谢袁不仅涉及花的本身袁更与树
枝尧树身尧树根以及季节尧气候尧阳光尧土壤等内在外在的因素袁互为
因果袁相辅相成遥 一个被打造成样板的村庄袁初次目睹袁或许觉得漂
亮得晃眼袁其容其貌袁并不比城市的别墅区逊色遥但如果仅停留于对
村庄外观的流连忘返袁而不对村庄的前世今生进行刨根究底式地寻
踪袁不对村民生存和精神的样态进行庖丁解牛般地剖析袁是决然无
法触摸到村庄的肌理和体温的遥 村庄虽然仅为一个国家的微小细
胞袁但其承载的历史秘籍和生命记忆袁并不比大都市贫乏多少遥

山的向阳处是山的组成部分袁 山的背阴处也是山的组成部分
噎噎有深度的散文袁是不会瞻前而不顾后的袁也不会只重外而轻里
的遥

反观当下的散文创作袁就会发现汗牛充栋的篇章袁其语境大多
是轻佻的袁语调大多是轻浮的袁立意大都是自以为是而又以偏概全
的要要要瞥见一片绿叶袁以为就看见了整个春天曰目睹到一条清澈的
小溪袁以为满世界的河流皆纯净如许噎噎这等肤浅袁显示的是作者
思维的低智化袁认知的低龄化以及综合素养的虚空遥

渊源自叶中国文化报曳冤

散文真实性的多重纹理

本来只是一堵巨幅的山墙，在苏州留园。应
该是先有了墙的空白，才引来藤萝的入侵。正因
为有了藤萝的大举占领，才显出墙的巍峨坚挺。
刚与柔，块与线，主体与异己，安详与觊觎，相争
而相生，对立而统一。吴冠中由是得到灵感，醉
心要把对象纳入画面。但是墙体太局限—————
纵万里长城之长也永远有约束，如规定的舞台
框死了生命的腾跃；同时天空也显逼窄，若突出
广漠又势必削弱山墙的威严和藤蔓的奔放。许
多人一辈子就在这狭道中走马，碰碰撞撞，跌跌
绊绊———内中也包括昨日的他。告别旧我，他尝
试打破，拆掉墙之界限，满眼就都是素壁，舍去
天空之割据，画幅就莫不生动着云烟。紫藤、青
藤于是得大欢喜大解放，任它合纵连横，任它龙
隐蛇现。没有起始，也不见终极。没有指挥，也无
所谓失控。率尔生长，恣意扩展。

吴冠中没有那种从小就得名师传授或仰承
家教的幸运，像达·芬奇，像毕加索，像徐悲鸿
……在他由初小而高小而师范而工业学校而突
然转向考入杭州艺专之前，除去贫穷的鞭影和
学业上的奋发，没听说他有过任何关于绘画的
钻研，哪怕是像那个无师自通的王冕。这也好，
置身局外并不等于两眼空空，得其自然，反倒具
有了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正是凭着这种广阔
的视野，再加上另一股狂野—————那种与生俱
来的叛逆气质，促使他在走出艺专校门之后，又
一个筋斗翻去巴黎美术学院。假如把中国传统
笔墨比作生他养他的大地，西洋绘画技巧则相
当于他艺术生命的天空。整整三年，他在云端雕
旋鹰瞰，呼吸西方世界的八面来风。然而，美院
毕业，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又断然返回中国。
当你站得足够高，眼光又放得足够远，你就绝对
能够理解：屈原享祀的是端午，而不是圣诞，耶
稣能令教徒动容，却不能叫向日葵倾心。洋之须

眉不能长我之面目。他是大树，至少他渴望成为
大树，东方的大树，他的根注定只能扎在母土。

你若想知道吴冠中归国后的历程，请阅读
这幅《墙上秋色》。欢欣，热烈，挫折，失落，迂回，
昂扬，缠绕，燃烧，心路曾烙印的，这纸上应有尽
有。只要你懂得绘画语言，而且读得够耐心，够
细致。从构图看，它有点类似作者的《流逝》。蒋
捷有词曰：“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
蕉。”作者在一篇短文中诠释：“年光的流逝看不
见，摸不着，只留下了枯藤残叶……”画家徘徊
于时空的前庭后院，穿梭于记忆的左廊右庑，腕
底是流而不畅的线，若断若续的点，闪烁明灭的
形，寒碧愁红的色……予人以一片苍茫悠远之
情，感伤低徊之态。然而，从抒情风格看，它倒更
像作者的另一幅《苏醒》。苏州郊外有司徒庙，庙
内耸汉柏四株，曾遭雷殛，偃而复挺，从断桩残
株中再抽新枝，或作戟刺，或作虬曲，或如须髯
临风，或如女萝附松。作者舍却老根主干，着力
表现仆倒者的奋起，枯槁者的新生，画面粗线张
扬，瘦线曼舞，彩点、色块纷飞，谱奏生命的黄钟
大吕。

这是一幅抽象画。它的造型，显然受到西方
现代派的启示，但它使用的材料—————笔墨、颜
料、纸张，却是东方的，尤其是它的意境，情调，
神韵，绝对出自于怀素、李白、八大山人后裔的
魂魄。画家濡染的是“秋色”，但非关伤怀，更不
涉悲怆，倒是近于“丰收曲”、“欢乐颂”一类的交
响。站在画前，心头会不期而然浮上这样一些诗
句：“风翻翠浪催禾穗，秋放殷红著树梢。”“蔓藤
行伏兔，野竹上牵牛。”“万里江山来醉眼，九秋
天地入吟魂。”甚至联想到作者“春蚕到死丝方
尽”的痴情，和“丹青不知老将至”的癫狂，联想
到作者那数本流传于世的散文集的题名：“画中
思”、“生命的风景”和“沧桑入画”。所谓“线”，只
是“魂”。道是散漫无序，却有根。道是形体错杂，
却笔精墨妙，令人击节遐想。宛如传说中武林大
师的绝世神功，纳大千于一粟，炼有形为无形。
作者写的是山墙秋色，刻划的却是人世春秋。

（卞毓方）

读吴冠中《墙上秋色》

诗词鉴赏

名画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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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不仅情感真挚尧思想深
刻尧气势磅礴尧意境雄浑袁而且颜色词的
运用和搭配也个性鲜明袁 瑰丽神奇袁达
到了诗情画意的和谐共生袁表现出强烈
的感情色彩尧政治色彩尧时代色彩和民
族色彩遥

异彩纷呈
毛泽东诗词善于用不同色彩来体

现内心感受袁描绘自然景观袁烘托社会
实践遥 无论是单一色彩的强调袁不同色
彩的对比袁还是多种颜色的调和袁都把
握得恰到好处袁增强了语言和形象的表
现张力袁深刻揭示出描写对象的内在本
质袁折射出美学和哲理的绚丽光芒遥

毛泽东对色彩的感觉敏锐而又准
确袁既符合事物自身的自然属性袁又契
合人们的审美感知遥 野漫天皆白冶野白云
山头云欲立冶野浪下三吴起白烟冶野九嶷
山上白云飞冶野雪压冬云白絮飞冶野白浪
滔天冶袁野白冶分别指水雾尧云雾尧雪花袁都
有野白冶的特性遥野歌未竟袁东方白冶袁野白冶
指亮如白昼遥 而 野一唱雄鸡天下白冶之
野白冶袁包含浓郁的政治色彩袁是对野长夜
难明赤县天冶的彻底改变袁寓意中国人
民翻身得解放遥 野便有精生白骨堆冶之
野白冶袁则充满鄙视和憎恶遥野黑手高悬霸

主鞭冶野重庆有官皆墨吏冶 之 野黑冶与
野墨冶袁 指反动派政治手腕的凶残和卑
劣遥

毛泽东使用颜色词的方法灵活多
样遥有的直白袁野索句渝洲叶正黄冶袁用黄
叶指代秋天曰有的含蓄袁野延安无土不黄
金冶袁用黄金寓意风清气正遥有的诗句颜
色词不露痕迹袁但无野色冶胜有野色冶袁如
野雪花飞向钓鱼台冶野鬓雪飞来成废料冶袁
野雪花冶 即白色浪花袁野鬓雪冶 即满头白
发遥 野落花时节读华章冶一句袁说明时间
是百花飘落的季节袁但色彩斑斓却是其
中应有之义遥 而在野漫江碧透冶野赣水苍
茫闽山碧冶野关山阵阵苍冶野更加郁郁葱
葱冶野暮色苍茫看劲松冶野跃上葱茏四百
旋冶野古代曾云海绿冶当中袁对山光水色
的描绘乍一看很单纯很清晰袁可细一想
却又很朦胧袁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袁给人
以无限的想象空间遥

诗中有画
毛泽东诗词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

典诗词创作的传统手法遥毛泽东写给陈
毅谈诗的一封信里袁一连三处提到野形
象思维冶院野诗要用形象思维袁 不能如散
文那样直说冶野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
形象思维的袁一反唐人规律袁所以味同
嚼蜡冶野要做今诗袁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
法袁反映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冶遥毛泽东
诗词特别注重以形象反映现实袁以形式
表现内容袁加上频繁使用色彩词或色感
光感很强的词来烘托渲染袁刻画出一幅

幅具体可感尧光彩照人尧栩栩如生的野图
画冶袁诗画一体袁相得益彰遥

野漫天皆白袁雪里行军情更迫冶是一
幅英勇红军不畏艰险尧勇往直前的雪里
行军图遥 野苍山如海袁残阳如血冶是一幅
壮阔雄伟尧浑厚悲壮的群山夕照图遥野红
雨随心翻作浪袁青山着意化为桥冶是一
幅温馨如意尧 秀色可餐的江南春景图遥
野红旗卷起农奴找袁黑手高悬霸主鞭冶是
一幅对比强烈尧 爱憎分明的斗争形势
图遥 野飒爽英姿五尺枪袁 曙光初照演兵
场冶是一幅朝气蓬勃尧英气豪爽的巾帼
英雄图遥 野待到山花烂漫时袁 她在丛中
笑冶是一幅花团锦簇尧色调明快的百花
齐放图遥野斑竹一枝千滴泪袁红霞万朵百
重衣冶是一幅亦真亦幻尧协调悦目的湘
妃传说图遥

情有独钟
野浓绿万枝红一点袁动人春色不须

多遥 冶就审美体验而言袁红色意味着热
烈尧兴奋尧温暖尧光明遥 红色是毛泽东气
质和性格的底色袁熔铸了他的欣赏偏好
和审美理想袁构成毛泽东诗词中所有色
彩的主旋律袁表达出鲜明的思想内涵和
情感韵致遥面对野赤橙黄绿青蓝紫冶的彩
虹袁他的直觉首先捕捉到是野赤冶色遥野残
阳如血冶野红妆冶野红雨冶野红霞冶野朝晖冶
野曙光冶等用语一再出现遥

毛泽东构思色彩绚丽的画面时袁往
往以红色为主色调遥他要么以多种色彩
为陪衬袁突出表现红色曰要么以红色为

背景袁使景与物笼罩在红色之中遥野看万
山红遍袁 层林尽染冶野万木霜天红烂漫冶
野寥廓江天万里霜冶袁充满着江河奔泻的
无限激情袁 蕴藏着扭转乾坤的巨大力
量袁彰显着乐观豁达的博大胸襟袁给人
以奋发向上尧奔放豪壮之感遥

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袁是政治家诗
人袁对红色情有独钟袁充分体现出他的
政治家本色遥 就政治寓意而言袁红色象
征着革命袁预示着胜利遥野红军不怕远征
难冶袁革命军队的颜色是红色的遥 野赣水
那边红一角冶袁根据地的颜色是红色的遥
李大钊在 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曳中
预言院野人道的警钟响了浴自由的曙光出
现了浴 试看将来的环球袁必是赤旗的世
界遥冶正因为如此袁毛泽东诗词多处展现
野红旗冶袁如野红旗跃过汀江冶野风展红旗
如画冶野风卷红旗过大关冶野不周山下红
旗乱冶野红旗漫卷西风冶野红旗卷起农奴
戟冶野壁上红旗飘落照冶袁野红旗冶 是出现
频率最多的意象之一遥 旗帜就是方向袁
旗帜就是形象遥红旗高扬了毛泽东的革
命意志袁 红旗宣示了毛泽东的革命理
想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在野不爱红装爱武
装冶一句中袁野红装冶指华丽的服饰袁毛泽
东希望野中华儿女多奇志冶袁寄语女青年
不要学林黛玉袁要学花木兰尧穆桂英遥毛
泽东表达对红色的贬抑袁 这是一个特
例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毛泽东诗词中的赤橙黄绿

蜀 山 图

自 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袁各方都期盼莫
言有新作问世遥然而袁他需要平静袁需要思考和整理曰
读者也需要冷静袁需要理性与平和遥 沉静数年袁莫言
终于不负众望袁近两年在叶收获曳叶十月曳叶人民文学曳
等杂志陆续发表 10多篇作品袁 体裁包括短篇小说尧
诗歌和戏剧遥探讨这些作品袁不只是认识莫言新的写
作成果袁也是理解莫言与当代文学的关系遥

莫言获诺奖后的作品袁以回忆往事为主袁写法内
敛含蓄袁风格趋向写实袁文字朴素节制遥 这与他过去
长篇小说铺陈狂放的风格显然相去甚远袁 与他过去
中篇小说的内里张狂也有所区分遥2017年 9月袁莫言
在叶收获曳叶人民文学曳分别发表叶故乡人事曳和叶锦
衣曳遥 叶故乡人事曳系列由三篇精短小说构成袁重写往
事记忆遥莫言把自己定位为野说故事的人冶袁这三篇故
事都是直击本事遥 叶斗士曳可以看到莫言一贯擅长表
现的执拗人物性格尧乡村邻里故事和内里蹊跷袁自有
一番风景遥 叶左镰曳是一篇力透纸背的小说袁其力道是
在不经意间闪现出来的遥莫言的小说会绕着圈子讲袁
而后不经意进入故事的核心遥 重现文坛的莫言秉持
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袁他的记忆尧笔法和风格袁都在
更加紧密地续上鲁迅的文脉遥

叶锦衣曳是一部戏剧剧本袁年代背景与叶茶馆曳相
近或略晚遥 莫言在戏剧方面一直很自信袁 他热爱戏
剧袁深谙中国民间戏曲的门道袁又兼得欧洲戏剧之精
要袁使得这部剧的戏剧性因素十分活跃遥 莫言在叶锦
衣曳中并不刻意表现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冲突袁他把
戏剧拉回到生活袁拉回到民间日常生活的婚丧嫁娶遥
故事悲喜交合袁悲剧的大框架装进喜剧的戏剧关系袁
亦真亦幻袁 戏剧手法自由灵活袁 而且能做到自然而
然袁顺势而为袁苦中作乐袁趣味横生遥

莫言的小说深得戏剧旨趣袁 不管是情节的关节
处袁还是场面尧细节袁经常生发出表演性袁有时夸张袁
有时荒诞袁有时魔幻袁使得人物尧叙述和语言始终生
机勃勃遥戏剧性既是文学内在机制的活跃因素袁也是
文学把握生活丰富性和广阔性的外向视野遥 莫言的
小说把民间戏曲视为艺术养料袁 形成内涵丰富而有
张力的表现方法遥 叶锦衣曳这部作品袁莫言则以小说笔
法入戏剧袁即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中心尧为推动力袁由
人物性格带动情节发展袁 显示出莫言把小说和戏剧两种艺术形式
杂糅交合的艺术才能遥 戏剧剧本叶高粱酒曳对原小说叶红高粱曳做了
较大改动袁刘罗汉上升为主要人物袁余占鳌更多了滑稽色彩袁戏剧
性和表演性因素十分充足袁再次印证莫言戏剧天分遥

近两年袁莫言还发表叶诗人金希普曳叶表弟宁赛叶曳叶等待摩西曳
叶一斗阁笔记曳叶天下太平曳等作品遥这几篇各有其妙袁每篇都有意想
不到的独异之处袁 下笔又回到莫言自由放任的风格袁 小说有棱有
角袁有意有趣遥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叶天下太平曳袁小奥手指被鳖咬住
引来各路人马想方设法解救袁如同一出戏剧袁野小题大做冶手法可见
莫言小说叙述的率性机智遥莫言小说惯用小孩作为角色袁涌溢出反
常经验袁思想藏于热闹非常之中遥

莫言重现文坛把几种文体都演绎一番袁 还有诗歌令人惊诧遥
叶高速公路上的外星人曳叶雨中漫步的猛虎曳等袁写眼中所见袁心中所
想袁貌似脱口而出袁看似杂乱无序袁却又妙语连珠遥 所谓诗性袁或者
诗句的关联逻辑袁走的都是点石成金尧随机应变的险棋遥 句子与句
子之间不断变换尧翻转袁播放出幽默和意外的快乐遥 叶七星曜我曳组
诗写他与七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交往和友谊袁 写得真实尧真
挚遥这几首诗或纪实袁或抒怀袁或戏说袁亦庄亦谐袁自成一格袁皆成妙
趣袁也属难得遥

总之袁莫言重现文坛发表一系列作品袁虽属精短之作袁也篇篇
可圈可点遥把这些近作与过去作品进行对比袁或许会有这样那样的
不满足袁 但作家不同时期会有不同作品袁 莫言换个写法也未尝不
可遥 莫言近作与其说不露锋芒袁不如说更加内敛节制袁但力道还是
在那里遥过去他追求率性而为袁汪洋恣肆袁现在他回归故里袁换一种
方式写作遥 他早就练就了这一手遥 接下来袁我们期待莫言更有思想
力量和文学厚度的作品遥 渊源自叶人民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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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袁原籍安
徽省徽州(今黄山市)
歙县袁 生于浙江金
华袁成长于老家歙县
潭渡村袁近现代著名
画家尧学者遥 擅画山
水袁为山水画一代宗
师遥 其画风苍浑华
滋袁意境深邃遥 偶作
花鸟草虫亦奇崛有
致遥 曾在北京尧杭州
等地美术学院任教尧
任中国美术家协会
华东分会副主席遥 著
有 叶黄山画家源流
考曳叶虹庐画谈曳叶画
法要旨曳等遥

选调人员 组织学习
在射阳历史上袁1956 年前没有办过县报袁

做专业新闻工作的人员也很少遥办报袁首先是要
办报人遥于是县委责成组织部尧宣传部选调德才
兼备又适合新闻工作的干部进报社袁 要求被抽
调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后腿遥为了加强领导袁
县委决定县委常委尧宣传部长陈恒兼任总编曰选
调县教育局副局长严恒召和宣传部指导员孙中
林任副总编曰 选调县政府农林科科员王进任编
辑袁选调县文化馆陈晓津任记者兼摄影尧美术工
作袁 又调从部队刚转业地方的干部李培搞通联
工作遥

抽调的几位办报人员过去没有办过报袁学
历最高的是两位师范生遥 为了掌握办报的基本
功袁学习外地办报经验遥创刊前袁经县委同意袁由
宣传部牵头袁 组织编辑部 5人去南京 叶新华日
报曳尧叶江苏农民报曳和叶盐阜大众报曳学习取经一
个月袁 初步掌握了办报的基本常识和一系列工
序袁为叶射阳报曳顺利创办创造了条件遥

1958年复刊扩大刊期后袁除了几位创办人
员外袁又先后选调一批同志充实报社遥 他们足院
李保仁尧沈来宾尧施以德先后担任副总编曰沈维
杨尧张奇尧孙超尧沈健尧吉萍尧陈云山尧杨蔚东尧刘
茂怀尧林枫渊女冤尧薛飞等同志分别任编辑尧助理
编辑和记者袁又选调陈月清任会计尧何兴霞渊女冤

任校对遥 同年 4月 23日袁县委决定成立报社编委会袁除总编尧
副总编外袁王进尧沈维扬二同志参加编委遥

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报纸创办时袁什么也没有袁可以说是白手起家遥
没有办公地点袁 县委决定由县印刷厂提供三间草屋给报

社作编辑部办公用房与单身人员宿舍曰没有桌凳袁从县委机关
抽出几张旧桌凳袁一人一张桌子不够用袁就两人合一张桌子办
公曰没有电动印刷设备袁就用脚踩的四开机印报渊因为印刷厂
当时只有这一台方形机袁其它都是人工操作的园盘机冤曰没有
电灯照明袁就点煤油灯或蜡烛照明袁开夜车的编稿尧审稿尧校对
大样的同志两个鼻孔积满黑灰是常事曰没有电讯设备袁只有用
收音机收录新华社电讯记录稿曰 记录的同志只有能一字一句
记袁一个标点一个标点记袁从当晚 10时开始要记到半夜尧大半
夜袁有时通宵达旦曰没有制版条件袁报花尧插图需制锌版的要送
到盐城制作袁印刷厂没有特号铅字袁报上稍大的标题都是人工
木刻袁然后装在合字板上印刷曰没有交通工具袁靠两条腿跑袁那
时没有公交车袁也没有专用车袁从报社到印刷厂三里多路都是
步行袁就是到附近采访也步行袁只有去远处采访才用上县委办
公室给的一辆老掉牙的公用自行车遥

在生活方面就更苦了袁开夜车是常事袁干到夜里 12点钟
只能吃二角钱尧二两粮票一顿夜餐袁几人合吃一碗蛋花汤填填
肚子遥

建立通讯组织 依靠群众办报
叶射阳报曳从创办起就贯彻了全党办报尧群众办报的方针遥

在叶创刊号曳上登了野以实际行动拥护射阳报创刊冶的新闻袁各
地干群来信来稿遥 如渔湾乡渊今新坍镇渔湾村冤五社社长张军
等来信说院野我们射阳报创刊了袁 保证自己写稿也发动别人写
稿袁还发动大家订阅 40份报纸袁按生产队成立读报小组遥 冶

创刊初期袁编辑部收到通讯员来稿不多袁常常是野等米下
锅冶遥为此袁县委宣传部发出通知袁要求各级党委把通讯报道工
作摆上重要位置袁建立健全通讯组织袁向党报写稿袁反映群众
呼声遥并对县委通讯站加强了领导袁要求通讯站为上级党报组
织稿件的同时袁为射阳报组织稿件遥各级党委均成立了通讯报
道组袁各公社的宣传委员尧秘书尧文书是当然的通讯报道员遥

编辑部对通讯员来稿做到篇篇有登记袁件件有着落遥为了
调动广大通讯员的积极性袁还开展了通讯工作竞赛袁比谁写稿
多尧写稿好遥 按月按公社公布来稿用稿情况袁由于采取一系列
措施以后袁每日来稿量由几篇增加到几十篇遥

县委重视关怀 依靠全党办报
县委对办好叶射阳报曳非常重视袁从创刊到停刊尧复刊袁均

是县委发出决定遥 在办报的过程中袁不论在确定报道思想尧报
道内容袁还是版面安排方面袁县委都作过具体指示和核定遥 如
对社论尧讲话和涉及全县性的重要新闻袁都由县委分管书记尧
值班常委审核袁逐字逐句修改袁在版面安排上绝对服务尧服从
于县委的中心工作遥

为了坚持依靠全党办报的方针袁 县委除了下达文件要求
各级领导带头写稿外袁 还在县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把通
讯工作作为重要议程袁很多公社觉委书记尧县部办局负责人经
常带头写稿遥

在 1956年 5月创刊到 1961年 10月第二次停刊袁共出刊
1030期遥 叶射阳报曳办的总的说是好的袁曾受到省报刊处通报
表扬遥 但是袁由于初办报纸袁人才缺乏袁办报条件差袁在有些用
稿质量尧编排技术等方面仍有不尽人意之处遥 渊孙中林冤

射
阳
报
的
创
刊
与
初
期
发
展
︵
下
︶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