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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心的最高处 ，
挂有一面国旗

▲ 2015 年 3 月空袭时 ，
刘万利在中国驻也
门使馆地下室与国旗合影 。
刘万利(国际部)

今天，
我的故事要从几面国旗说起。
去年，
我在伊拉克采访过一名足球教练，
他叫加尼
姆。30 年前，他是伊拉克国家队的主力，伊拉克球迷心
中的马拉多纳，
曾经出征 1986 年墨西哥世界杯。
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无法征战球场，而是征
战在一个满目疮痍的战争国家里。他告诉我，他一生中
最荣耀的事情，是身披国旗奔跑在赛场上。但是，在我
采访他的时候，
他的那面珍贵的伊拉克国旗，
紧紧裹着
的，是他儿子和女婿的遗像。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婿，在
两年前的一次汽车炸弹袭击中身亡。
加尼姆看着自己的肌肉在战乱的贫困中
过去 15 年，
松弛，
看着自己心中的大力神杯在流星般的弹片中碎裂。
哪
战争 ，
不仅摧毁了一个国家 ，
更在摧毁一代人的梦想 。
怕是娱乐这种小小的心愿，
也变得扭曲不堪。
后来的日子里，
伊拉克的局势转好，我跟随伊拉克
政府军，见证着他们一处一处地收复被占领的城市村

落。每收复一处，伊拉克政府军就会将一面国旗插在
城市的制高点。在那些伊拉克人祈祷和平的眼神中我
看到 ，
国旗代表着胜利和希望 。
过去 10 年，我常常用一个国家的国旗作为坐标，
来定位这个国家的团结与稳定。但是，就是这样一面
旗帜，
有时却很难寻找。
在也门时，一天凌晨，一连串巨大爆炸声将我从
睡梦中炸醒。爆炸犹如地震一般，把分社的门窗炸得
乱颤。防空火炮点亮了萨那的夜空，大量弹片如雨点
倾泻而下。
我和中国驻也门使馆工作人员一共 30 多人挤在
40 多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避难。地下室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墙上悬挂的一面五星红旗。
那一刻 ，五星红旗下 ，就是我们的庇护所 ，就是
我们的家 。一位使馆老同志在那面红旗下，火线入
党。在炮火中，他高高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庄重地
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样在那一刻，
中国护航编队正迅速向指定海域移动，一场惊心动魄
的撤侨行动即将展开。
通过检查站时，
五星
撤侨的车队上高挂五星红旗，
红旗就是我们的通行证。
码头上，
在临沂号护卫舰的临
时海关口，
《义勇军进行曲》
就是我们的身份证。
那一刻，
在每一位中国人激昂的泪光中，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 ，
五星红旗就是我们的安全感，
《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个
星球上最嘹亮的歌声。
我叫刘万利，
是新华社国际部一名普通记者。
入社
10 年，7 年驻外，
辗转利比亚、也门、伊拉克三个战场，
亲历大小战斗十多次。
枪林弹雨，
泪水哀嚎，
生离死别，
荣辱兴衰……都已化作“新华社几月几日电”
，
永远地留
在了中国新闻的历史稿库里。
也许是战争的原因，让我变得内敛而不重言辞。
但是，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我能够在危难中工作，在寂
寞中思考，在生死考验中砥砺前行。因为，在我心的最
高处，
别了一枚党徽，
挂有一面国旗。

用新闻的力量 ，
传递最高的忠诚

▲李琳海在玉树采访 。
李琳海(青海分社)

大家好，我来自高原青海。虽然那里比较寒冷，但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三个温暖的故事。
玉树地震后，我采访过一位母亲，她叫康卓德吉。
大学毕业后，
康卓德吉毅然回到玉树，回到曾教她养她
的孤儿学校，
成了一名教师。
2010 年玉树地震，学校收容了大批遗孤。从那一
刻起，学校改名为“玉树八一孤儿学校”
，而康卓德吉也
从一名教师成了孩子们眼中的——
— 妈妈。
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每个细节都可能拨动孩子
们脆弱的心，每当课堂上出现“父母”
二字时，孩子们经
常含着泪哭泣。
因为孩子们没有家，
他们的暑假集体在
巴塘草原度过，
草原上，
孩子们住的帐篷一定要色彩鲜
艳，但唯独不会使用蓝色 ，
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们想起
地震时使用的蓝色救灾帐篷。
在感恩中奋进，
在悲伤中前行。
在康卓德吉身上，
我
看到的是一位孤儿对回报社会的忠诚，
是一位在逆境中

成长的母亲对人类最伟大事业的忠诚。
故事中第二个忠诚的战士名叫秋培扎西，是可可
西里保护区的巡山队员。
秋培扎西说，有一次巡山，队员们的车坏了需要救
援，
寒冷使他们几乎冻僵，
无奈之下，
队员们只好将车辆
备用汽油拿出来，
倒在太阳湖畔的沙子里，
用打火机点燃
后，
他们跳进沙火中获取短暂暖意。
这样的艰险，他们不知遇到多少回。
几次巡山采访
这里的人心存敬畏。
经历让我对这里的土地，
后来的采访中我才知道，
他的父亲扎巴多杰为可可
西里献出了生命。
在这片苍茫的荒野里，听他讲起离去
亲人的往事，我放声大哭。秋培扎西却说 ，
别难过 ，
只要
没有盗猎枪声 ，
一切都值了 。
在秋培扎西眼中，我看到了一名康巴汉子对父辈
祖辈和脚下土地的忠诚，看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祖国
生态文明建设大业的忠诚。
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青藏铁路线上一群普通
的武警战士，他们驻守着中国海拔最高的武警固定哨
所。
一位战士告诉我，哨所外，常年有一种花。我愣住
了，这个号称“连雄鹰都飞不过的地方”
还会长花吗？炊
事班的湖南老兵欧阳荣捂着嘴 ，
笑着告诉我说 ，
雪花
在这七八月还飘着大雪的无人区，
我们只能白天兵
啊！
看兵，晚上数星星。
每当有老兵离开，战士们都会列出方阵，奏响国
歌，升起国旗，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把最难忘的芳华镌
刻在彼此记忆中。
这些
我叫李琳海，是新华社一名普通的藏族记者。
年，
我们行走上万公里，
记录了许多普通人的故事。
通过
我们的报道，玉树孤儿学校得到了更多关注，可可西里
12 年没有响过枪声，
哨所和兵站里那些动人的故事也不
再冰封雪山之巅。我们正用新闻的力量，
见证信仰的海
拔，
传递最高的忠诚。

信仰美好时代 ，
走近奋斗的灵魂

▲陈聪（左）在复旦大学就植物学家钟扬事迹
采访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 。
陈聪(国内部)

过去的这一年，我遇到了两个不爱睡觉的怪人，他
们一天就睡四个小时，每天如此。
钟扬，复旦大学的植物学家，人送外号“钟大胆”
。
他最喜欢干一件事，就是上青藏高原采集各种珍稀植
物的种子，一忙起来忙到睡觉也顾不上。别人定闹钟都
是为了提醒起床，可 他在半夜三点给自己定了一个闹
钟，
就是为了提醒自己：该睡觉了。
黄大年，吉林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
为了做国家的
大项目，他经常带病出差，连夜赶路。有几次在办公室
累到晕倒，他爬起来吃点速效救心丸，又继续加班，人
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拼命黄郎”
。就连接送他的司机
。后来师傅看着他上车倒头
师傅都总是闹着要“罢工”
就睡不落忍，
从自己家里拿来了枕头和毯子放在后排，
让黄大年能踏实睡一小会儿。

我是一名新华社记者，
接触过不少典型人物，
但遇
到这么疯狂的人还是头一次。
如果他们还在世，
我真的
想问他们：
这么疯狂到底图什么？
我带着这个问题，
走到他们工作过的地方，
走到黄大
年躺在地上阻挡卡车强拆无人机库的地方，
走进钟扬那
个一抽屉都是没报销的机票和发票的小办公室。
我慢慢
了解到，
这两位科学家这么惜时不惜命，
就是为了他们的
为了国家的战略事业。
科研，
他们两个都是想做事、
做成事的人。
黄大年的目标
是“把地球变成透明的”
，他在事业巅峰的时候选择放
弃所有成就回国，
甚至不惜威胁妻子离婚。
在 他的推动
下，
我们对大地和深海的认识追赶了发达国家 20 年的
进度。
钟扬用一辈子去追他的“种子梦”
。他用生命的最
后 16 年在高原上的无数次弯腰，换来了 4000 万颗种
子的“宝藏”
，他留下的一支精锐部队 ，
让我们在进化生
物学领域能够与日本 、
欧美三足鼎立。
但他们很纯粹。
他们不是院士，
走的时候也没给家
里留下多少钱。他们身边的人说 ，
他们眼里心里装的东
西太多 ，
就是装不下他们自己。
采访得越深我才越明白，
每个科学家心里，都住着
一个奋斗的灵魂。一个国家需要奋斗者 ，
一个时代也呼
唤着奋斗者 。从黄大年到钟扬，正因为他们有一种信
仰，信仰这个美好的时代，
他们才愿意为这个时代做出
伟大牺牲！
钟扬留下了 4000 万颗种子。现在，这个数字还
在不断增长。对我们来说，这 4000 万颗种子，不仅
是青藏高原的青松翠柏，也不仅是地质宫里不灭的明
灯，而是我们心里的希望，是远方的梦想，是我们脚
下的路。
我明白，只要希望还在，一直往前走，种子就会生
根发芽，
长成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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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走进冬牧场 ，
感受润物无声

▲ 2017 年 12 月 ，
滕沐颖（右二）在新疆伊
犁州结束十天“扎荒”准备下山 。
滕沐颖(总编室)

一盒小儿感冒颗粒，在北京的药店里卖十五块
八。我还可以指定电商在 1 小时内把它送到我手
里。但是，如果像这样在盒子上用哈萨克语标注好
用法和剂量 ，
再把它送给新疆牧区的一位哈萨克族
小患者 ，
我需要花费 10 天的时间。
是的，去年冬天，我骑着马，在平均海拔 4000
米的天山山脉，攀登峭壁，横渡冰河，跟随一支“马背
上的医疗队”
，以每天 25 公里的速度，用 10 天时间，
完成了一次——
— 送药的旅程。
送药的终点，是天山深处一个美丽的冬季牧场，
名字叫包扎得尔，送药的起点，是离这个牧场最近的
小镇。
两点之间看似不远，
却隔着一条“魔鬼之路”
。
每年冬季来临前，转场的牧民赶着牲畜，要翻
山越岭，蹚河过水，爬冰卧雪，走很长一段在峭壁上
开凿的羊肠小道，才能进入包扎得尔。但对于牧民
来说，更大的危险是：在深山里面，生病了怎么办？

我不敢相信，在包扎得尔阑尾炎曾经是绝症，
而普通的感冒也会夺走许多人的性命。
在这条连马都不愿意多走一步的山路上，
1978 年 ，
此后每年冬天，8 个
牧区巡诊医生来了。
人的医疗队，
骑马走进 2200 平方公里的包扎得尔，
他们一走就是 40 年。
守护 1500 多户牧民的健康。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巡诊队里还有这样年轻
的面孔。他叫阿斯哈提，今年 28 岁，是医疗队新来
最大的苦恼，是山里没有
的年轻人。这位“90 后”
手机信号，没有互联网，他想给新婚的妻子发一条
微信，都是奢望。
巡诊路上，面对壮阔的山川美景 ，
阿斯哈提从
他生怕被家人看见这里的艰险。家人并不
不拍照，
知道，阿斯哈提出一趟诊，要翻越 3 座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山，6 次过冰河，脚下的路最窄处只有一
张 A4 纸宽。
10 天马背颠簸，
我跟随医生走访近百户牧民，
发放药品 600 多件。这是医疗队 40 年来第一次带
记者出诊，
也是我作为记者第一次在马背上采访。
采访中，我几次热泪盈眶。当我站在悬崖边望
而却步时，我才知道，原来医生克服恐惧的办法是
用酒精麻醉自己；
当我们 10 个人睡在一张炕上，
我
才发现，牧民心疼医生，
总会悄悄爬起来添柴架火。
正所谓“悬壶济世，用药治病，同心同德，用爱
暖心”
。因为一份爱，医生们一次次走进大山，走到
了“健康中国”
的最后一公里，更走进了牧区最远
一家人的心里。
作为记者，我真想知道，在中国 960 万平方公
里土地上，还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行走在“最后一
公里”
，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壮阔浪潮中，还有多少
人像他们一样润物无声。
眼下，天山南北提前进入冬季，医生们又将启
程，我真想和他们一起，再骑上马，走进那遥远的
冬牧场，走进你们的心里。

用一生奋斗 ，
作马克思的信使

▲ 王健（左）2018 年采访“马克思的信使”
中央编译局老专家顾锦屏 。
王健(对外部)

顾锦屏，85 岁。大家或许对这位老人很陌生，但
是这些书大家一定很熟悉：
《 共产党宣言》
《 资本论》
《 列宁全集》，
顾老的工作 ，
就是把这些马克思主义
从 1951 年进入中央编译局工
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
作开始，
他已经在这个岗位上默默贡献了 67 年。
顾老告诉我，当年进入中央编译局时，自己还是
一名大二学生，
因为新中国刚成立，
紧缺外语人才，
自
己就从上海被抽调到北京。
而这一抽调，
就是一辈子。
还是个孩子，
根本不懂什么
他说：
“那时候才 18 岁，
是马克思主义。
”
因为年纪小，
同事们都叫他“小孩儿”
。
60 多年弹指一挥间 ，
当年的“小孩儿”，
早已是
长年的伏案
我国马克思主义原著翻译工作的栋梁 。
译著，让这个 85 岁的老人越来越佝偻着背。
尤其是这几年，眼看着当年和自己一起开启新
中国编译事业的老同事们一个一个离世，顾老几番

感慨：
“就剩我一个啦……”
现在，顾老仍然每天坚持去办公室上班，最主
要 的 工 作 ，就 是 翻 译《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第 二
这项浩大工程从上世纪 80 年代启动，30 多年
卷。
过去了，还只完成一小半。
默默
还有一位老人，
像顾锦屏一样,坚守信仰、
奉献，
他就是吴学芳。
77 岁的吴学芳，
是住在大兴区的一名退休老
党员。这位活泼的老人，平生就两大爱好 ，
一是帮
人理发 ，
二是出黑板报 。
一个简易的理发箱，跟了他半个世纪。小时
候，他在学校里帮同学和老师理发，当兵时给战友
们理发，就连在出差的路上，也背着理发箱，在火
车上为乘客理发。
退休后，他依然热心理发，在自家楼下的自行
车棚下面搭起一个便民理发摊。光给人理发，他觉
得太单调，于是又在自行车棚背面办起了一个宣
传栏，既宣传党的思想，又宣传健康小常识。
宣传栏一办就是 16 年，从一块小黑板办成了
一个近 40 平方米的小长廊，里面的内容越来越紧
跟国家大事、新闻时事，而且随时更新。
我问他：
“累不累？”
他乐呵呵地说：
“我是个老党员 ，
宣传党的思
”
想、
服务群众 ，
是我应该做的 。
从顾锦屏到吴学芳，他们不正是这样吗？身在
不同的岗位，
却都几十年如一日，
坚守着信仰、
默默
地奉献，
他们的身上，有着共产党人共同的品质：坚
持、
奉献 、
无悔。
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我想，在今天这个
伟大的时代，我们应该更加坚守自己的使命，用心
去发现、去倾听、去记录，去找准时代的脉动，去讲
述更多闪耀着思想光辉和人性光芒的中国好故
事。

新华通讯社
87 岁了 。
87 年来 ，
一代
又一代新华社记者
薪火相传 ，
举旗帜 、
聚民心 、
育新人 、
兴
文化 、
展形象 ，
记录
时 代 故 事 ，传 播 时
代 声 音 ，将 理 想 和
青春融入到一份共
同的事业中 。
这里是他们为
大 家 分 享 的 ，采 访
路上那些打动人心
的故事 。

国社十佳编辑 ，
扶贫顶天立地

▲王若辰正在编辑同事田朝晖的扶贫故事 。
王若辰(新华每日电讯)

我要讲的故事，
主人公不是我，
而是我的同事,新
是的，他
华社驻贵州石阡扶贫工作队原队长田朝晖。
深沉地爱着他倾注过热情与汗水的石阡，虽然，只有
14 个月，
虽然，
那里抬望眼尽是沟壑与大山。
第一个讲述田朝晖扶贫故事的人，是他的扶贫
战友、石阡县主管扶贫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周迪。6 月
30 日，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号转发了周迪的文章
《新华社扶贫干部田朝晖不为人知的故事》。这篇文
章经新华每日电讯公号转发后，新华社客户端、腾
讯、网易、搜狐等纷纷转载，腾讯跟帖近 5000 条，广
大网友纷纷留言点赞 ，
说“国社扶贫 ，
是认真的 。
派出
”
的干部 ，
杠杠的 ！
正是靠着这种精神，田朝晖带领的扶贫工作队创
争取教育帮扶资金超过
下“四个 1000 万元”的战绩：
1000 万元，
医疗救助资金超过 1000 万元，
新华社工会

采购石阡农特产品总额有望超过 1000 万元，
新华社
各终端平台拿出超过 1000 万元的产品推介石阡。
作为新闻人，田朝晖在国社服务十八年，获得
过新华社十佳编辑，获评过中国新闻奖，得过的社
级好新闻超过 10 条。而由于在石阡扶贫的优秀表
现，田朝晖获得了一项“非新闻类”殊荣——
— “中央
和国家机关脱贫攻坚优秀个人”称号。
国社十佳编辑，扶贫顶天立地。田朝晖不忘新
闻人本色，
在扶贫之余采写发表了多达百篇的石阡
扶贫报道。
而他选择去扶贫，
也与一次报道有关。
田朝晖来到云南，
寻访曾在
那是 2017 年 3 月，
那里行医扶贫 15 年的德国医生夏爱克。一路上，
他采访了近百人，采访笔记达 12 万字。报道一出
千层浪。夏爱克被誉为“当代白求恩”，
获颁“中国政
府友谊奖”，
并受到李克强总理的接见 。
扶贫中的田朝晖自己，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
的压力。去年 8 月的一天，田朝晖正在石阡山村里
调研，突然接到家里电话，得知父母遭遇了车祸。
等田朝晖辗转赶回河北老家，母亲已经去世，父亲
则躺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不醒。
料理好母亲后事，
又将父亲转到北京的医院，
那
久久伫
天黄昏，
田朝晖在医院门口的一个广告牌前，
立。
广告牌上写着：
百善孝为先。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如果父亲醒过来，
却看见你颓废的样子，
你就对不起
父亲。
正因为牺牲巨大，
你更要分秒必争，
忘我扶贫 。
就这样，石阡人以为再也见不到的田书记，又
迅速回到了石阡的工作岗位上，
又出现在贫困户的
平房瓦屋里。石阡人没有忘记田书记。他们来信
说：村民都记得你是中央北京来的“大记者”
，都说
你是难得的好干部！
田朝晖的故事还在继续，新华人的好故事也
正在书写……

▲扫描二维码 ，
观看
“新华社第五届好记者讲
好 故 事 ”活 动 精 彩 宣 传
片。

▲扫描二维码 ，
浏览
专题页面 ，
观看新华社记
者的故事 ，
了解他们的风
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