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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通讯员拍摄证书分享喜悦优秀通讯员拍摄证书分享喜悦

学员展示点赞信息学员展示点赞信息认真阅读当天本报认真阅读当天本报

用手机记录陕西工人报融媒体上线用手机记录陕西工人报融媒体上线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刘强 鲜康 摄

7月 11日，西安上空淅淅沥沥下
着小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张永峰的
好心情。作为 2017 年度《陕西工人
报》十名优秀通讯员之一的他，早上
八点钟不到，便早早来到本报举办
的融媒体上线暨通讯员培训班开班
仪式会场。

“我今天的身份不是工会副主
席，而是一名基层通讯员。”在张永峰
眼里，《陕西工人报》是通讯员的“地”
和“海”，它不仅是通讯员展示自己的
平台，更是提升自身价值的增值器。

在从事工会新闻写作的时间
里，张永峰与职工拉家常，与企业心
贴心，捕捉活动亮点，用手中的笔，
记录下工会工作的点滴，用鲜活的
语言，传递职工的心声，用镜头定格
每一个难忘的瞬间。9年时间，他在
本报发表新闻稿件300余篇。

“那一张张充满油墨香韵的报
纸，让我从中学习知识、学习经验、学
习做法，提高了工作水平。”西安市莲
湖区北院门街道工会组织员李波感
受颇深。

凭着对新闻写作的挚爱，李波经
常深入基层一线，不断挖掘新闻素
材，白天忙完工作，晚上回家后又挑
灯夜战写稿件。2017 年 7 月，在采
写《用行动擦亮城市名片的人——
公厕维修工张中民》时，为了写好张
中民的事迹材料，他每天“守”在张
中民身边，“捕捉”素材，顶着几乎熏
倒人的臭气味，最终写出了生动感
人的优秀稿件。

陕煤集团彬长矿业公司弯桂清
告诉记者，借助《陕西工人报》的影
响力，让彬长矿业公司这个位处咸
阳西北部偏远山区的新型现代化煤

炭企业在全国煤炭行业树立起了良
好的企业形象。

“2013年 10月，概率为七十万分
之一的彬长‘四胞胎’诞生，其父母
都是彬长普通职工，四个可爱的小
宝宝出生时身体状况不好，高达
10 万元的医药费用，让这个原本
不富裕的家庭更显窘迫。”弯桂清
回忆，在为难之际，他采写的《彬
长矿业情暖四胞胎》一稿，经陕工
报及时刊发后引起了彬长公司工
会的关注，第一时间组织职工进行
募捐，使这个家庭及时得到了 5 万
余元的帮助。这篇稿件也荣获了当
年陕西新闻二等奖。

提起《陕西工人报》这个“大舞
台”，商洛发电公司闫鹏伟有感而发，
他认为，作为一名基层通讯员，用文
字和图片去传播企业文化精神，鼓

舞和振奋身边的同事，是件光荣和
骄傲的事情。

“从刊发第一篇工会稿件至今，
《陕西工人报》已陪伴我走过 13
载。”略阳县总工会的张立告诉记
者，随着《民主管理好处多 服务职
工受称赞》《煤篦子上的艺术家》《让
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略阳工
会脱贫攻坚工作小记》等一大批稿件
在《陕西工人报》上刊登，不仅使基层
工会有平台讲好职工故事、传播工会
声音，更是架起党政与职工沟通的桥
梁，无形之中也激励着自己这个“门
外汉”走上新闻写作的道路。

“今天，我有幸被评选为《陕西工
人报》优秀通讯员，在自豪的同时也
让我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将
继续用手中的笔，来书写工会芳华！”
张立如是说。 本报记者 杨涛

陕工报是我们的“地”和“海”
——来自基层优秀通讯员的心声

“5、4、3、2、1……”随着主持人和现场通
讯员的倒计时，陕西工人报融媒体在大家的
呐喊声中正式上线！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
声……很多通讯员拿起手机记录下这难忘
的一刻。

企业职工：报纸对我们有指导作用

“真没有想到今天的通讯员培训班还有
陕西工人报融媒体上线仪式，太令人震撼
了！”在现场和 200 多名通讯员共同见证陕
西工人报融媒体上线仪式的陕煤建设集团
矿建三公司的王少华说。王少华是第一次
参加本报通讯员培训班，她感慨地告诉记
者，之前也参加过类似的培训班，但还是第
一次参加规模这么大、规格这么高、讲师实
力庞大的培训班。

王少华告诉记者，由于工作原因，她平

时在单位就十分关注《陕西工人报》，有些
文章对自己的工作也很有指导意义。由于
业余时间喜欢写作，她同时也关注了本报的
微信公众号，每次推送的文章，她都会在第
一时间阅读。“总之觉得很方便，能随时随
地阅读到《陕西工人报》。不像过去，在报
纸上看到的文章，需要剪贴下来，或者压在
玻璃板底下。现在不用那么麻烦，喜欢的文
章，手机上一键就可以收藏……”

省劳模：一路走来 有陕工报陪伴

2012年获得陕西省劳动模范的周清涛，
这次也是第一次参加通讯员培训班。不过，
他现在的身份已经是商洛市商州区总工会
经审委主任。在 2014年 9月之前，他还是山
阳县秦鼎矿业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人。在这
之后，他成为商洛市以劳模身份考上公务员

的第一人。曾经被分配到商州区经贸局工
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调到区总工会。

提起自己能考上公务员的事，周清涛
称最大的秘诀就是学习。而《陕西工人报》
给他的帮助很大，特别是上面刊登的一些
一线职工的成长经历和励志故事，对他很
有启迪。在秦鼎矿业有限公司的那些年
里，《陕西工人报》都是他最好的学习帮
手。“现在到了区总工会，报纸对我更重要
了。”周清涛说。

周清涛告诉记者，回顾近年来从企业职
工到劳模再到公务员的成长道路，他特别感
谢党和政府以及工会组织给予自己的荣誉，
让他的人生更加精彩！而《陕西工人报》则
是他精彩人生道路上的助力器，他要感谢这
张报纸，一路走来，有《陕西工人报》的陪伴！

工会干部：这就是我们的知音

“我绝对是咱
陕 工 报 的 铁 粉
了！”在现场参加
培训的咸阳市秦
都区总工会干部
崔巧玉说。小崔
称自己一直是工
会报刊的密切关
注者和忠实读者，
还给报纸投了很
多稿件。“每次稿
件刊发后，对我都
是一种莫大的鼓
励！”小崔说，因为
这不仅是对自己
的肯定，也是对单
位 工 作 的 宣 传 。

“ 每 次 稿 件 刊 登
后，我总会拿出原

稿和见报稿作比较，从中找到了写作的方
法。”小崔坦言，《陕西工人报》就是工会工作
者的知音和良师益友。在此次上线仪式上，
小崔第一时间在朋友圈发起集赞消息，很快
就集了近100个赞。

和小崔一样，来自镇安县总工会的项
玉燕也是一名年轻的工会干部，她和小崔
有着一样的感受。她说，特别是听了省总
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剑和王琴茹社长
的讲话后，对陕西工人报融媒体有了新的
认识，也对工会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定位和
方向，回去以后会把自己这次掌握的信息
传达给同事，让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学习
成果。

专家学者：媒体融合是挑战也是机遇

我省资深媒体人钱江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认为，陕西工人报融媒体在媒体改

革大潮中趁势作为，很值得学习。钱江说，
任何时刻，媒体的融合，都不是简单的应用
新技术，增加新平台与渠道，以及进行架构
和组织上的合并优化。重要的是采编、发
布、管理、技术、运营等系列的革故鼎新，还
要以“人”为中心，要进行内在的体制机制、
用户体验、激励措施等方面的改革融合。

钱江同时认为，在新的时代，作为我省
首家省级工会报刊能将传统媒体的内容嵌
入多种媒介之间并与其频繁互动，向大众
分享内容阅读和娱乐互动体验，这是很难
得的，也彰显了工会报刊的担当和责任。

西北大学陕西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
员、项目执行部长，陕西“一带一路”产业研
究院副院长张国柱说，媒体融合对传统媒
体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祝愿《陕西工人
报》能把握机遇，趁势而上，有所作为。

本报记者 兰增干

我们共同见证
——陕西工人报融媒体上线暨通讯员培训班开班仪式侧记

“主任，最近线索又断档了，没什
么好新闻可采了！”

“老师，我们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将
企业好的经营策略，企业里劳模、工匠
的先进经验和良好精神传播出去，以
形成蝴蝶效应发挥更大作用？”……

记者找不到好的新闻线索，企业
新闻干事找不到好的企业宣传突破
口，这种矛盾一直在上演。

7月11日，在陕西工人报2018融
媒体上线盛典暨通讯员培训班开班
仪式上，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国网陕西电力公司、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汽车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等 5 家大型中、省企业被授予《陕西
工人报》2018年度新闻采写基地。

陕西工人报社这次授牌的新闻
采写基地，目的是以“架起报社和企
业职工之间的桥梁”，打造一线职工
新闻的集散地。

“企业是产业工人的新闻富矿，设
立新闻采写基地，对加大产业工人宣
传力度，弘扬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神新
风貌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宣传科科长闫浩说。

在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闻中心副主任徐宝平眼里，企业是
社会经济最活跃的细胞，每天源源
不断地产生着大量的新闻。“新闻采

写基地可以让记者在了解企业发展
情况中，及时掌握企业发展中的新
亮点、新经验。”徐宝平说。他认为，
记者到企业采访，一方面可以从有
别于企业通讯员的视角报道企业，
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企业的通讯
员，促进他们快速成长。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工会宣教部部长柳湘哲认为，新
闻采写基地的建立能更好地将企
业喜人的经营业绩，劳模、工匠精
神传播出去，让这种精神影响更多
的人，为陕西的追赶超越目标提供
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在企业当
中，乃至全社会营造人人学劳模，

争当工匠的良好氛围。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

传部部长刘毅说，新闻采写基地为新
时代弘扬和传承工匠精神，及时报道
企业的新思路、新举措、新业绩，助力
企业追赶超越提供了宣传平台。

“成为新闻采写基地，给我们进
一步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增添了新
的动力。”国网陕西电力公司新闻
处处长吴长宏说，在企业建设新闻
采写基地，这是一项创新，是《陕西
工人报》积极进取、锐意开拓的充
分表现；刘毅认为是《陕西工人报》
创新宣传方式、服务企业和广大职
工的新举措。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新闻采写基地：让报企共同讲好工匠故事

五家企业成为本报新闻采写基地五家企业成为本报新闻采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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