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老同事石国雄退休以后，把
他从业期间的文章、新闻作品摘要整
理，又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了一些回
忆和思考，结集出版。初读书稿，一个
深刻的印象挥之不去：报人的新闻坚
守和人本情怀。

国雄是 66级高中毕业生，下乡 10
年中 6 年从事新闻报道，1977 年高考
进大学读书，1981 年毕业分配到团中
央机关，先在研究室，后调至宣传部，
自此三十多年，我们就有了很多交
集。从机关到报刊社，文字工作似乎
成了他的宿命。他先后担任了两个

“中国”字头（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
志）、两个“中华”字头（中华工商时报、
中华儿女报刊社）的主要领导工作，其
主要精力集中在新闻和经营管理上
面。报刊社的工作一年四季都忙，我
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是忙里偷闲，写了
大量的新闻作品。他的作品，无论是
新闻报道、人物通讯还是评论、杂文、
随笔，共同的特点是一个字：实。没有
虚张声势的花架子，没有夸大其辞的

“添加剂”，即使写人物，也完全是杂文
式的，白描化的勾勒，再选取精准的细
节；游记也是这样，没有漫天的“描
写”，没有网上的摘录，所记述的都是
他眼睛里看到的情景及他对旅游目的
地人文景观的观察和理解。正如他给

《中国青年报·星期刊》开辟的旅游版
写的按语所说的，像王安石游褒禅山
那样，不以游山探胜为足，寄情山水，
以景咏志。提倡“玩”也要玩出情趣，
一景一物，或探幽发微，或寄景抒情，
深蕴不俗。这就是新闻人对“真实就
是生命”的坚守。

国雄同志这种处处求实的文风，来
自于早年在北大荒新闻入门时的训
练。在书中“幸入‘北大’门”一章里，作
者告诉我们，他的新闻工作的第一位领
导、老师，是当年志愿军杨根思那个军
报道组的成员，转业北大荒担任他们的
宣传科长。科长对于写作的要求很严，
所写的新闻报道或者经验介绍等文章，
必须做到“三通过”，即通过报道的对
象、通过当地党组织、通过周围群众。
向周围群众征求意见一般是开座谈会，
座谈会还必须要有被报道者的“对立
面”参加，就是要听到不同意见。对于
所报道的事实没有不同意见，而观点有
不同者，记者可以按照新闻的要求自由
发稿。就是这一条规定，帮助国雄养成
了认真采访，求实求准、一丝不苟的好
习惯。据他自己说，北大荒6年新闻工

作中发表的数百篇稿子，没有一处失
实。这种严谨的作风也带到了团中央
以及以后的数家新闻单位，成就他做人
做事的平实风格。我之所以在这里讲
这一件事情，是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
命、新闻的公信力、新闻人的职业良
心。值得思考的是石国雄同志及我认
识的许多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出来
的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基本上都有这样
的职业素养。为什么在那个“假大空”
满天下的岁月，北大荒那个地方，能够
出现那么一个具有良好新闻素养的群
体?答案就是保持了我党光荣的传统和
作风。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有一支
铁道兵和转业官兵，把党的优良的新闻
传统和作风传给一代知青，使之在青年
一代身上得以继承。这是新闻研究的
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课题。尤其在当下，
针对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新闻宣传脱离
党的传统、远离人民群众的问题，很有
现实意义。新闻界尤其是年轻的新闻
工作者，一定要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要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关于要大力
培养“求实创新”的宣传思想队伍和关
于新闻工作要提高“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的指示，全面提高素质。国雄曾
经告诉过我，他在几个不同的场合，给
一些年轻的新闻记者聊过他那时的新
闻工作经历，年轻人还是十分感兴趣

的。他们说，可惜没有人给他们讲过这
些。事实说明，许多事情我们不能责怪
年轻人，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很好地向他
们讲清良好的新闻传统和作风，没有讲
好前辈新闻工作者的故事。

在这本集子里，还收集了国雄同
志在几个新闻单位的几篇讲话、报
告。这对于一般读者，可能提不起兴
趣。但是我认为都是经验之谈，倒想
提请新闻单位的领导以及新闻研究者
们给予一些关注，他的有些管理理念
和思想方法，还是有值得参考的地
方。比如，他在 1985年至 1994年这个
复杂特殊的年代，担任中国青年报的
党委书记。关于新闻单位党的工作和
新闻队伍建设，他比较早的提出要建
设一个“和谐的、敢于创新的、不虑失
败的”内部文化，提出把报社内部文化
建设纳入思想工作之中；在市场大潮
冲击编辑记者队伍的情况下，呼吁记
者应有“新闻的哲学追求”。据我所
知，中青报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岁月，内
部氛围是十分和谐的，版面图文也是
十分活跃而有影响力的，涌现了一批
优秀编辑记者。这当然首先是团中央
和报社党组的正确领导所致以及全社
员工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才得来的。
以后他到中国青年杂志担任主官，在
他领导下，一个老牌的杂志，“机关刊
走市场”的尝试搞得风生水起，整个期
刊界为之侧目。在中华工商时报，为
了使“办一张华尔街日报式的中国经
济大报”的办报方针，转变为面向中国
民营经济的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
的机关报，他和报社及工商联的领导
做了大量的转变思想的工作，终于在
他调离前夕，他们的努力得到了中央
统战部的认可。这些坚守和改变，在
这本集子里都有迹可循。后来他又到
中华儿女报刊社，推进改革、创新、发
展。退休后又到中国报业协会担任驻
会领导，在新闻出版界都有一些影
响。国雄领导新闻工作最大的特点，
就是人本情怀和读者观念。我曾听说
一件事：他“寻找读者”。那是在中青
杂志改刊期间，他在地摊上亲自摆卖
每期出版的杂志，达 2年之久，听取读
者意见，收集反馈；还在刊物上连续几
年发表自己和读者接触的故事，以贴
近新时期的青年读者。在中华工商时
报，他在报纸上开辟了社长总编介绍
办报思想的栏目，他撰写发表社长介
绍报社知名编辑记者的人物系列文
章，目的就是沟通编者与读者的联

系。这些不起眼的事情，确实比不上
新闻界一些大碗们的大手笔。但是，
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工作导向和心系
读者的新闻情怀。道理只有一个，我
们的新闻是为人民服务的，办报是给
人民看的，读者是第一位的。今天的
新闻出版界的领导，如果能够真正把
读者放在心上，向市场寻求资源和灵
感，就不会有浮躁之风和形形色色的
假新闻，就可以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得
力量，得到解决当前融合发展中主流
媒体困境的神力。

集子的前面一部分，大多数是作
者退休以后著述的，写的是作者小时
候的故事。看似和新闻没有关系，但
却是作者人生的一部分，没有前者，可
能就没有后者。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
话题，即退休以后做点什么？什么叫
做“老有所为”？我相信每一位看过本
书“老宅旧事”、“爸爸妈妈”等章节的
读者，都会被作者娓娓道来的家庭传
统所感染，对石国雄之所以成为今天
的石国雄找到成长血脉。培养文明之
风，弘扬纯朴民风，当以树立和继承良
好家风开始，从小做起，此言不谬。这
件事情，我们在职的时候没有时间去
做，现在退下来了，正好得天时地利人
和之便，可以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思
考的真谛传给青年一代。“人之将老，
其言也真。”如果我们老同志、老专家、
老教授、老家长，有条件的都去翻翻老
账，挖挖老爷爷、老奶奶曾给我们叨叨
过的民风家训、故事春秋，剔其糟粕，
取其精粹，记录下来，传与后人，那么，
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明
风尚的弘扬，就有了坚实的社会基
础。俗说：盛世修史。这个“史”不只
是国家修，如果由大家来修，一家一
部，社会文化和底层家庭建设当会十
分扎实。近年来，由于个性化出版技
术已经更加成熟，个人、家庭、家族写
书出传、传承家谱家风的事情越来越
多，这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民间力
量，也是中国文化传承创新的优良传
统。我们新闻出版部门，应当顺势而
为，推动这件事情有序发展，为后人留
下文化财富。

以 上 ，是 由 国 雄 所 著 引 起 的
“闲话”。

（本文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学院
院长、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原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编辑：沈俊6 悦读
2019年6月12日

CHONGMINGBAO投稿：shenjun12369@126.com 崇明报

新闻坚守和人本情怀新闻坚守和人本情怀
——为《敝帚录 我的新闻人生》序

□ 柳斌杰

□ 坊间人
学会和自己独处，心灵才能

得到净化。独处，也是灵魂生长
的必要空间，只有静下心来，才能
回归自我。心灵有家，生命才有
路。只有学会和自己独处，心灵
才会洁净，心智才会成熟，心胸才
会宽广，独处，是一种静美，也是
一种修炼。能够在独处时安然自
得，才会在喧嚣时淡然自若。

你学到的知识，就是你拥有
的武器。可以白手起家，但不可
以手无寸铁。你怎么待人，并不
代表别人会怎么待你，如果看不
透这一点，只会徒增烦恼。家人、
亲友、同学、同事，这辈子也就只
有一次的缘分，遇到了应好好珍
惜，下辈子，无论爱与不爱，都难
再相见。

时光很奇特，它给了你阅历、
经验、福气，同时，也给了你衰老、
皱纹和消沉，它剥夺你对青春的渴
望，拉深了你和照片之间的鸿沟。
你开始明白，你的容颜，你的豪气，
终究会败给时间。所以，我们不要
说：等我有时间了，就去运动；等我
赚够钱了，就去孝敬父母；等我有
空了，就能陪你了；等我发达了，就
能行善了。因为，时间是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最好的说话之道，不是学习怎
么说话，而是怎么做人。人做得比
较善良、诚恳，就算语言拙劣一点，
大家也会喜欢你；如果心肠不好，
就算嘴巴再会说，别人被蒙骗了一
时，也不会被蒙骗一世。所以，言
为心声，学说话，不要舍本逐末。

痴迷于某一事或某一物，就
会患得患失，烦恼也会接踵而至；
如能看开一点，心少挂碍，就会轻
松少忧。人生往往是怕什么，来
什么。当你看淡得失，无所谓成
败的时候，反倒顺风顺水，遇难成
祥，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有一颗平
常心，远离混浊，不为世俗的诱
惑，平静如水。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不断
放弃的过程。有所放弃，才能让有
限的生命释放出顽强的坚持。放
弃是一种灵性的觉醒，一种慧根的
显现，一如放鸟归林，放鱼入水。
当一切尘埃落定，往日的喧嚣归于
平静，我们才会真正懂得，放弃也
是一种选择，失去也是一种收获。

书名：《敝帚录 我的新闻人生》
作者：石国雄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那年笑声犹在耳，今夕人物已沧
桑。

现在想来，我与复旦大学的缘分，
似乎从踏上工作岗位那天开始，就已
注定。

我在一所中学任教，平日里走到复
旦大学东门，也就 3、4 来分钟的时间。
那个时候学校有教师宿舍，和我一起住
校的几个年轻教师下班后会结伴去复
旦大学用餐。我们和复旦学子一样办
了饭卡，在多个食堂之间流连，凭心情
选择菜点，饭后又在清风朗月下漫步嬉
笑，复旦校园实在是青春岁月里美好记
忆的一个打卡点。

后来，开始恋爱，花前月下的呢喃，
静谧校园又是绝佳的去处。记忆深处
的夏日凉风似乎格外温柔醉人，青春的
感情永远值得怀念和敬仰。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连续几年邀请
复旦博士生讲师团的讲师、复旦大学物
理学院的志愿者来学校开展各类讲座，
并且应复旦大学宁夏西吉支教队的邀
请，号召全校师生开展书籍募捐活动。
复旦学子富有学识和涵养，又不乏活力

与爱心的丰富个性令我印象深刻，那些
年轻的面庞和洋溢的青春活力，让我感
受到了极大的热情，诚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
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
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一晃十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
与支教队开展“让爱传递下去”的募捐
仪式时全场肃穆庄严的场景，让我毫不
怀疑参与仪式的学生心中也埋下了爱
的种子，有一天必会生根发芽。

前两天，恰巧在“学习强国”平台看
到中华志愿者协会推送了一则报道：复
旦大学赴西吉县支教 20 年来从未中
断。在宁夏西吉县王明中学的档案室，
珍藏着一张特殊的桌子，上面写着 39
个名字，这是以往 19 届来这个学校支
教的复旦大学研究生的亲笔签名，当这
些队员离开之时，他们也会签上自己的
名字。复旦大学第二十届研究生支教
团队长杨陈浩彤在接受采访时说：这张
桌子其实也见证着，复旦大学支教团从
创立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光辉历史。我
为这群拥有理想、敢于追梦的年青人感

到骄傲，也很荣幸在这场青春的接力赛
中参与了幕后的一程，为我的青春记忆
增添了几分光亮。

此后，我们学校接待了多位外地来
的校长，我一路陪同参观复旦大学。虽
然对复旦大学已经极为熟悉，我还是做
了一下功课。复旦大学创建于 1905
年，创始人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
伯，首任校董为国父孙中山。校名“复
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名句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在自强不息，
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
强国的希望。

燕园西侧矗立着复旦大学的老校
门，曾被拆除，现为原址重建，是牌楼
式大门，很值得一看。校门牌匾上写
着“敬业乐群”四个字，是复旦精神的
象征。

校史馆展示了复旦大学百年的沧
桑历史和历来的发展成就。很多文物
十分有价值，有中国最“老”的毕业文
凭，有孙中山先后题下的“天下为公”的
条幅等。

复旦校训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

近思”，这句话遴选自《论语·子夏》：“博
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如要拍照，此为一地。特别是青少年学
生，可以以此铭志，激励自己奋发前行。

4月初，我们组织学生前往复旦大
学相辉堂观看了重庆话剧院表演的话
剧《红岩魂》。当剧中人物陈然的《我的

“自白书”》响起时，震撼心灵的大爱席
卷而来，革命崇高的理想和坚强的意志
令人动容，高贵的灵魂熠熠闪光。原
来，复旦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校
友中有 10 位红岩烈士，是全国红岩烈
士最多的高校。复旦大学开展了讲述
红岩英烈故事、举办红岩英烈展览、演
出《红岩魂》话剧等“让烈士回家”活动，
让英烈校友们的精神更加深刻地融入
复旦的红色基因里，更加深刻地镌刻在
复旦人的心田。

慢慢的，我的孩子也长大了。我带
他去复旦正大体育馆聆听“改革奏华
章，时代正青春”复旦大学“一二·九”主
题歌会。各院系一展歌喉，唱响复旦学
子的爱国情怀。巧合的是，我之前教过
的学生还在其中担任钢琴伴奏。铭记

历史，永志不忘，我希望我的孩子也如
复旦学子一样。

时光如梭，在每个人的脸上、心上
刻上了深浅不一的印记。年近四十，
蓦然发现复旦大学竟然陪伴了我近半
生的岁月，见证我恋爱、结婚、生子，见
证我从青年教师走向成熟，见证我从
稚气纯真的少女走向沉稳平和的女
人。而我，也在一次次近距离的接触
中，更加了解复旦的精神，“就是复旦
人在近百年的奋斗中凝练形成的理想
追求和价值判断，就是复旦大学充满
活力、不断发展的活的灵魂，就是经过
百年积淀而成的复旦历史底蕴和品格
特征”。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事中的人，终
我们一生，都应该尽力讲好自己的故
事。如果需要，在别人的故事中出演
时，也要讲好大家的故事。复旦大学
的故事是个绝好的故事，当然也绝好
地演绎了上海的故事。历史的记忆就
封存在那一栋栋的建筑里，一砖一瓦
皆有表情。

□ 沈燕飞

我与复旦大学的半生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