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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 东 晨 刊 》 停 刊 纪 念 特 刊

报人感言

彼时我还未步出象牙塔已一只脚踏入晨

刊，这里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从稚嫩青涩

步步向前，她静静地见证了我的成长。

初冬的一天，午间留守办公室的我接到一

通电话。一位老年读者朋友，从晨刊创刊之初

便坚持订阅，从邮局听闻停办的消息后，忙着就

打电话过来，同我回顾了晨刊给他留下深刻印

象的报道，惋惜地反复确认，“真的不办了吗？”

那一刻，我既因辜负了一位读者的真切

期望而感到不忍，又因为自己的工作得到读

者的认可而心潮澎湃。

一粒粒铅字排列出一篇篇稿件，记载了皖

东大地的风云变迁，晨刊是记录者也是同行

者。2020年是如此特别，在经历疫情与洪灾的

接连考验后，我市三年努力终得报、成功列席全

国文明城市……连续的战斗中，晨刊人从未缺

席，正如十六年来的每一天，令我深刻体会到新

闻工作者身上肩负的责任感、担当感和使命感。

说完再见就要出发，我会带好这份初心，

继续坚定地行走在新闻报道的道路上。

关上告别的窗，推开世界的门
刘 晨

自 2006 年考入报社以来，我已经在晨刊

部工作了近 15 年。回顾十余年的职业生涯，

晨刊的发展过程我大都经历。2021 年，这位

和我相伴了十余年的“老战友”要作别了，我

心中充满了不舍。

遥想当年，一位刚刚踏出校门的异乡人，

带着满腔热情走进位于二纺机的报社大门，

正是《滁州日报》和《皖东晨刊》给我提供了施

展才华的平台。“报社是我家 发展靠大家”，

这句曾经的报社口号至今仍回荡我心。

定岗晨刊部以后，我和新老同事骑着

自行车四处采访，寻找可能见报的各类新

闻线索，风里来、雨里去，滁城的大街小巷

均留下了我们的采访印记。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皖东晨刊》从创刊时的每周两期 8
版，逐步扩充为每周三期 8 版、五期 8 版、五

期 16 版……

在报社工作的十余年，我们的办公地址

虽几经变迁，但我却一直坚守晨刊部，不争不

抢、无怨无悔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一位新闻人的初心和使命。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传统

媒体日渐没落，曾经 20 余人的晨刊部目前仅

剩不到 10 人。小报并大报，我们已经讨论了

数年。2021 年，这个方案终于正式付诸实

施。既然命运如此安排，我们只能坦然接

受。经历了晨刊十余年的洗礼，相信在融媒

体环境下，我们仍是一员猛将！

相伴十五年，携手共发展
李志情

芳华虽逝，初心犹在。2004年诞生的《皖

东晨刊》，在 2020年的岁末按下了停止键。16
年，她“关注民生 服务百姓”的办报初衷始终

坚守；16年，她见证着这个城市发展壮大……

她属于这个城，属于这个城里的人，而我，很

荣幸成为一名《皖东晨刊》的记者。

2007 年 12 月的一天，刚跨出校门的我，

背着一床铺盖，带着青春和新闻激情，一头扎

入《皖东晨刊》的怀里。走街串巷，倾听百姓

声音；奔赴现场，为读者带来第一手新闻资

讯；下乡镇走基层，关注民生话题。每一次选

题策划，每一次伏案赶稿，我都会在心里问自

己“能给读者带来什么”，《皖东晨刊》的办报

宗旨，深入骨髓。

《皖东晨刊》，记录了滁州城市发展变化的

16年。2008年开始的“大滁城”建设，为城市发

展拉开了框架；融入长三角，让城市发展迈入

快车道；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成功，为城市注

入文明底蕴。滁州走过的每一步，一字一句地

印在铅纸上，一笔一划地记在采访本上。

如今，《皖东晨刊》和您告别，新媒体浪潮

下，媒体融合势在必行。告别不是再也不见，而

是重聚力量再出发。2020年，实“鼠”不易，2021
年，“牛”转乾坤。新的一年，我们全媒体见！

告别，我们再出发
胡文峰

2005年大学刚刚毕业，我就来到了《皖东

晨刊》。当过记者跑过新闻，当过编辑加过夜

班。斗转星移，15 多年过去了。这 15 年来，

我有幸经历和见证了都市报最灿烂辉煌的年

代，有幸参与了晨刊无数次的重大选题策划、

报道和编发，有幸在这座城市很多重要的时

间节点成为了一名记录者。

还记得初当记者独立采访时，自己迎着

风雪骑着单车一路问询找到了被采访人的

家；还记得到编辑岗位后，每到“两会”、农歌

会、重大事件、恶劣天气、过年过节，深夜下班

时那些默默照亮着自己回家路的城市街灯

……汶川地动山摇，我眼含热泪地在晨刊编

发一个个黑白版面为生命祈祷；创建文明城

市，我在晨刊用一个个专栏营造浓厚的创建

氛围；新冠疫情发生，我在晨刊不遗余力地为

抗疫一线的“战士”们鼓与呼……晨刊，她在

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我青春岁月的一条坐标

轴，在她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中，我也经历着

人生的种种酸甜苦辣。如今，晨刊这条船终

于要在这百舸争流的大时代中静静停泊了，

我再次有幸陪伴她放下了最后停航的船锚

……

再见了，《皖东晨刊》，这份我用热血激情

浇灌的报纸；再见了，《皖东晨刊》，这个陪伴

了我 15多年青春岁月的伙伴。新的一年即将

到来，我也将开始新的人生旅程，但请相信，

我会永远记得你，怀念你。

晨刊，我的青春岁月坐标轴
徐 菊

风，唏哩哗啦地翻动着一

本发黄的 4开报纸合订本。

那 是 一 些 土 得 掉 渣 的 版

式，那是一些大块头的文章，那

是 2004年的《皖东晨刊》。彼时

全国的晚报市场发展得如火如

荼，省内几家有条件的地市报

都上了自己的晚报，滁州日报

社决策层也决定办一份有别于

机关报、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的报纸，当年的年中，《皖东晨

刊》于是应运而生。

这张报纸甫一出生，就有

点“离经叛道”：

首先，晨刊让记者自己学

会生存。创刊以至于后来很长

的一段时间，晨刊记者是不跑

会场，只跑新闻现场的。用当

时的行话讲，叫“找米下锅”。

所以把记者分了条口，后来确

实也跑出来多名优秀的行业

“编外员工”。

其次，见报稿件和版面的

打分评级，直接掌握在主管者

手中。独家、创新、冲击力、信

息量、贴近性、服务性成为重要

的打分标准，因为当时分管晨

刊的领导清醒认识到：只有管

理权与评价权合一，才能更有

利于公正的评价，才能牢牢控

制住晨刊新闻产品的质量。

还有，敢于把传统意义上

认为是负面的一些突发新闻与

社会新闻放到头版。其实，当

初这一做法只是在为解决晨刊

“有与无”的问题作努力，在当

时如果不做出不一样的新闻产

品，那么晨刊就会没人看，就会

“无”。当然，坚持得久了，反而

步入了主流，因为新闻本没有

正负之分，只有真假之分。

创刊之初，时任滁州日报

社副总编辑姬朝晖分管晨刊

部，主任朱孟良，副主任陶榕，

编辑郑爱平，文字记者杨秋燕、

计芳、曹建中加上我，摄影记者

王家国，当年安大新闻系毕业

的王琼很快加入，后来随着更

多年轻血液的不断输入，鼎盛

时期的《皖东晨刊》编辑部有采

编人员 23 人之多，这个带有点

新闻理想主义的团队办报 16
年，在滁州日报报史上、在读者

心目中留下了一抹记忆。

时代发展到今天，媒体融

合潮流势不可挡，当“全员向新

媒体急行军”的号令响起，此时

的《皖东晨刊》纸质媒体准备停

刊，但采编人员刀刃向内、勇敢

转型，爬格子的要学会拍视频，

躲幕后的要走到镜头前，当小

编的要学会新装的软件……我

可敬的同事们，在向媒体融合

进军的征途中仍勇往直前，虽

有英雄落幕，但无英雄迟暮。

大家努力地跟上时代，努

力地跟上读者的脚步，因为晨

刊“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的办

报宗旨从未改变，晨刊记录时

代、心系受众的初心从未改变。

从纸向云 初心不变
印 鉴

上周日下午，突然收到编辑

的微信：你的报人感言啥时给我？

我一个激灵地似乎醒了。

正如某位同事所言，一个走路

带风、做事干练、风风火火的女

汉子，怎会为这三五百字的感

言而一拖再拖呢？因为，我终

将要面对这不愿接受、不想接

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皖东晨刊》停刊！

以法拉奇为偶像的我，在

2004 年的夏天，走进了刚刚创

刊的晨刊，有幸成为“元老”一

员。在晨刊的日子里，帮双胞

胎妹妹回家、凤凰四村小高层

电梯无人问、走进下水道采访

管道疏通工、谁还在污染滁城

人的大水缸、大柳草场“很受

伤”、在小岗村见到总书记……

一个个精彩瞬间、一幕幕感人

场景、一个个动人故事，像极了

电影画面，一帧帧地在我脑海

里闪过。

刚刚收到市气象台发布的

寒潮蓝色预警，未来 48 小时内

气温将下降 10℃ 。是的，今年

是个寒冬。在如此寒冷的天气

里，与一些晚报一样，同是“天

涯沦落人”的我们也要和大家

告别了。

挥一挥衣袖，我要告别的

似乎是一个梦，一个关于青春

的梦，一个关于记者的梦，一个

关于晚报的梦。“我从春天走

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说好

不 为 你 忧 伤 ，但 心 情 怎 会 无

恙。”此时，内心五味杂陈，感谢

那些年帮助过我的人，感怀那

些年走过的日子，感恩那些年

难忘的点滴瞬间。

冬天万物萧杀，只有故事

在滋长。

我们知道，停摆的不是报

纸，而是一种传播模式！因为

新闻的核心竞争力一直都在！

打开桌上的台灯，眼前的

灯光突然明亮了许多，恰巧电

脑屏保出现了一幅奔跑的画

面。对，我们一直在奔跑，奔跑

在寒冽的冬风里，以奋斗者的

姿势，起而行之，奋力奔跑，永

不止步。

起而行之，奋力奔跑
王 琼

再 聚 新 征 途再 聚 新 征 途 ，，你 我 初 心 不 改你 我 初 心 不 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