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毕业已 10 余年，
时间太久，越来越忙，早已
忘记自己豆蔻年华的样
子，很想重回 13 岁那个爱
做梦的年纪。

昨日到经开区实验中
学采访，工作越来越忙，能
重回校园看看，也能让自
己重温年少时光。

学校负责人告诉我，
为了更好地为全校师生做
好服务，学校上线了智慧
餐厅，食堂吃饭“刷脸”就
行。家长可以和学生一起
提前一周就定好菜单，而
且现在是个性化的套餐，
美味又方便。

中午 12 点，学生们陆
续进入食堂。七年级十二
班的孙同学来到食堂 F 窗
口，什么都不用拿，在取餐
口前的人脸识别机上一刷，
窗口内打饭的阿姨说：“你

定的是一份盖浇饭套餐，
请拿好。”10 秒钟，孙同学
就端着一份土豆牛肉盖浇
饭坐在餐桌旁准备开动了。

孙同学一边吃饭一边
告诉我：“你肯定没来过这
么时尚的食堂吧。同学
们都觉得这套系统很‘高
大上’，再也不用想着带
饭卡了。放学后也不用
着急来食堂排队了，想吃
的饭菜早就定好了，美味
又方便，给我们节约了很
多时间。我妈妈现在能
随时看到我在学校吃的
什么饭，再也不用操心我
吃饭的事了。”

我也体验了一把“刷
脸吃饭”。坐在学生们中
间，边听他们聊天边吃饭，
哈哈，像是回到13岁。

据了解，学校给出的
菜单都是经过营养搭配
的，智慧食堂除了实现学
生饮食个性化，减少了浪
费，经过大数据还能实现
饮食数据化分析，提供营
养分析报告，为学生家长
合理搭配膳食提供依据。

时代发展日新月异，
一代人更比一代人幸福，
智慧课堂、智慧食堂、智慧
图书馆全都实现了。看着
学生们开心地聊天，我有
些羡慕，更多的是开心。
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
国家会越来越好，人民会
越来越幸福。

重温少年时光 一代比一代更幸福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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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第二十个中国记者节

守初心 担使命 强四力

时间总是在指缝间不
经意流走，13 年的新闻生
涯，似乎就在转瞬之间。
在一条又一条采访路上，
我感动过、遗憾过、哭过、
笑过……也许在路上，才
是最美的姿态。

要说最刻骨铭心的一
次采访，是“悬崖村”。那
是 2016 年的初冬，从郑州
至成都，从西昌至昭觉，
1800公里路程，在高铁、大
巴、出租车、面包车等轮流
转换中，在两天后的下午4
点多，抵达了目的地——
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
村的山脚下。

陡峭的崖壁，老旧的
藤梯……当我背着20斤重
的背包气喘吁吁地跨过第
一座山后，我惊呆了。一
边是羊肠小道，一边是万
丈悬崖，我的心顿时揪了

起来，双腿一直哆嗦，手脚
并用地往上爬。

好不容易爬过了一座
山，可是连村庄的影子都看
不到。充电宝的电量耗尽
了，手机自动关机，联系不上
任何人。“你必须得扛住，要
不真挂了。”我不断给自己打
气。天色越来越暗，我凭借
着路两边的塑料瓶、纸屑等
继续攀登。万幸的是，在天
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我终
于看到了村庄的影子，听到
了牛叫声。那一刻，我的眼
眶湿润了。

我大声呼喊起来，一名
年轻的村民听到后，拿着手
电筒跑过来，一把接过我的
背包领我向他的家里走
去。这是一个破旧的农家
院，除了一台老旧电视机外，
看不到其他像样的家电。

热 情 的 彝 族 兄 弟 抱
来一堆木柴，在屋里燃起
一堆篝火并烤熟了一只
鸡。我很过意不去，心里热
乎乎的。

当晚，我躺在床上仍心
有余悸，真是信服了专家的
话：“悬崖村”的“天梯”是现
代社会中人类在险恶环境
里生存的“活化石”。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

有比脚更长的路”。如今，3

年过去了，但我脑海里依然

不断翻滚着自己翻山越岭的

画面，情不自禁地为每一个
外出或回家的乡亲祈祷。

那一天，我在“悬崖村”
郑报全媒体记者 石闯

小小细节,有着最感人的爱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每一年，我都是“高考生”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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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一年一度，事关
河南近百万考生的未来。
连续13年奔跑在教育新闻
报道一线，以手中的笔，记
录教育发展的年轮。每一
年，我都是“考生”。

难忘2010年高考。河
南95万余名考生迎来高校
招生大变革：填报志愿，开
启知分、知线、知位的“三
知”全新模式；大学录取，
本科一批首次试水完全

“平行志愿”投档。面对一
项项新政，一条条新规，不
仅家长和考生无所适从，
连老师也有些蒙圈。为了
把冷冰冰的文件翻译成既
精准又“接地气”的“第一
手”实用信息，为广大考生
做好服务引导，我与同事
上网搜罗资料边查阅边思
考去伪存真，多方奔走寻
找探访资深专家咨询请
教，连线先行先试的外省
教育部门沟通交流，经过
不懈探索研判，终于从摸
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中蹚出
一条新路，采写出一系列

“有用”的新闻稿件。
难 忘 2010 年 高 考 。

在全省高招咨询大会上，
许多家长和考生人手一
份《郑州晚报》，宝贝一样
护在手里。他们说，跟着
文章讲的思路选学校挑
专业，再按照里面介绍的
方法一步步查资料、做计
算，孩子报志愿这件当下

全家最重要的“大难事”，
变得简单了许多。现场，
不少省内外高校负责招
生的老师认真阅读后，为
我们对招生新政的解读
赞不绝口。身为记者，任
什么都抵不过读者的需
要和业界的认可。那一
刻，夜以继日的辛苦努力
瞬间化作甜美的果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纪
年法，不是生日到了，又长
一岁，也不是春节到了，又
迎来一年。它可能是某个
特别的人，每每出现便会
惊醒你；它可能是某件重
要的事，每每发生便会激
勉你。我的纪年法，是高
考。做记者第 13 个年头，
走过13次高考。当高考抵
达，当我历经，永远万众瞩
目的它，总能让我收获更
好的自己。

当了 17 年记者，感觉
今年是最忙的一年：3 月，
半个月的全国两会采访，
在祖国的心脏，聆听强国
之路上的最强音；6 月，半
个月的“出彩河南丝路见
证”大型采访，我和同事来
到欧洲，到空中“丝绸之路”
和陆上“丝绸之路”那端的
卢森堡、汉堡实地探访；7
月，半个月的时间，我随郑
州报业集团的“沿习之路”
采访团，自驾一路向南；9
月，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
会在郑州举办，近一个月拍
摄了近万张图片；10 月底，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
比赛总决赛拉开帷幕，近
20 天的时间，陪着 100 多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学生
从北京到郑州，目睹他们一
路过关斩将；记者节的今
天，我又出差上海，在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现
场采访。

哪一场都是“硬仗”，容
不得自己懈怠……我喜欢
我的工作，身体的疲惫可以
用心情的愉悦快速修复。

大型采访是新闻的脊
梁，而身边的人民群众，让我
们的新闻有血有肉有温度。

9月25日，郑州人民公
园。60多岁的白敏杰扶老
父亲锻炼期间，让老人坐
到自己的腿上休息。作为
一名记者，这样的温情场
面瞬间触动了我。小小的

细节，却有着最感人的爱。
第二天，这个孝子故事在郑
州晚报及郑州报业集团旗
下新媒体都做了重点推送，
我自己的同题材抖音作品
也获点赞4800多个。一个
有温度的报道传播了正能
量，弘扬了主旋律。

事件不是每天都有，但
有温度的瞬间每天都在发
生——夏天暴雨时，我在积
水中拍摄了冒雨疏通下水
道的市政工人；烈日下，我
拍摄了躺在滚烫的道路上
修理垃圾车的环卫工；春运
期间，我拍摄了焦急回家的
旅客……一张张照片虽不
能惊天动地，但都是咱身边
的故事。

忙时，我紧跟时代脚步，
见证社会发展。闲时，我是一
名百姓，走到人群里，发现身
边美好。

我是记者
我有故事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