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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新闻报道上、文学写作
上以及摄影上，我有了一些小小的收
获，那么，首先感激的应该是《铜陵有
色报》。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话，因为没
有《铜陵有色报》，或许，我的人生就
会改写。

对于《铜陵有色报》的喜爱缘于
我对文字的爱好。上学和在部队时，我
都喜欢文学，也尝试着用自己手中的
笔来进行创作。来到矿山后被分配在
当时的安庆铜矿公安科，闲暇时翻看
报纸，被这份叫《铜陵有色报》的报纸
所吸引。公安科是矿山保驾护航的得
力部门，承担的任务也很多，我有一
种很想将本部门所做的成绩表达出
来的愿望。起先是在矿广播站投稿，
政工部门的同志见我有些文字基
础，鼓励我向《铜陵有色报》投稿，
没想到一投便被采用，激情也更加
高昂。但是，我自知在新闻写作上还
是个门外汉，必须要系统的学习，于
是，我买来《新闻写作知识》、《新闻
写作入门》等书籍认认真真地拜读。
不久，矿举办通讯员培训班，我仰慕
的《铜陵有色报》社老师们面对面
给我们授课，还现场给我们布置“作
业”，第二天一早，我第一个将“作
业”交到了报社老师的手中，不久作
业又变成了铅字，更激发了我的干
劲。常常是一篇稿件还没采用，另一
篇稿件已经在邮寄途中了。有一次，
《铜陵有色报》社举办“白鱀豚杯”
征文比赛，矿政工部鼓励我参赛，没
想到下半年评比时，我获得了“三等
奖”，矿党委书记带着我一同去领
奖，走上颁奖台的那一刻，我感到自
己真得很荣耀。

单位的领导对我写稿也很支持，
常将一些上报的材料交与我写，虽然
我没有写过这类材料感觉有些为难，
但是，有领导的鼓励和信任，我就放开
胆子写了，这样的锻炼对于我来说是
难得的成长历练。1997 年，我被调到

矿山下属的三安公司担任专职秘书，我
没有停止新闻写作，还在公司内部成立
了新闻报道组，带领爱好新闻写作的同
事们积极向报社投稿。那些年，我几乎年
年被矿和《铜陵有色报》评为“优秀通
讯员”。

2009 年 2月，我调到了心仪已久的
矿政工部，担负起了全矿的宣传工作，我
将积蓄多年的能量释放出来，在矿和部
门领导的支持下，我将新闻靠近生产一
线，主动与一线职工交朋友，采写出不少
鲜活的一线新闻，还在矿内局域网上首
开访谈节目，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让干
部职工走进我的访谈。尤其是在矿山进
入转折发展时期，部分干部职工产生迷
茫时刻，按照矿党委、矿部要求，我与同
事新辟“两个转折大家谈”栏目，邀请了
从矿领导到管理人员、科技人员以及班
组长和职工，大家都来谈体会、谈认识、
谈如何为矿做贡献，为党委、矿部统一全
矿上下思想认识做出了独特的努力。这
几年，也是我新闻写作的巅峰时期，其

中，2013 年，在《铜陵有色报》发稿就达
180 多篇，全年累计在各大报采用稿达
350 余篇。还先后受邀《铜陵有色报》、
《铜陵日报》、安庆广播电视节目和两家
大型企业等给通讯员们谈新闻写作和新
闻摄影的体会、授课等。

辛劳的汗水赢得了组织上的认可，
2014 年初，我被调到矿办公室担任部门
副职，尽管行政事务多了和写材料的任
务重了，但是，对新闻的爱好丝毫未减，
只要发现好的新闻线索，我依然会挤出
时间紧追不放。采写好的新闻稿件，我还
会按照“老规矩”首先投稿给《铜陵有
色报》。

与此同步，在文学创作上，我也打开
了另一番小天地：小说、散文、诗歌、报告
文学及故事被省内外多家报刊采用。小
说《红门半梦》荣获安徽省消防文学大
奖赛三等奖，散文《深山有座红书屋》
在安徽省委统战部举办的 《我的同情
心，我的中国梦》征文比赛中获得三等
奖，散文《飞碟，一个令人向往的传奇》

荣获《飞碟探索》杂志征文二等奖，故事
《收费厕所》荣获《故事会》杂志年度好
故事三等奖，报告文学《和风劲吹税花
香》被省地税系统评为“优秀报告文学
作品”…… 另外，散文《最好的生存之
道是适应》、《希望花儿开》、《听到花
开的声音》、《将上班当作旅行》等先
后被几所中小学作为辅导教材。我自
己也先后加入了安庆市作协、安徽省
作协。

回首文学创作之路，我同样感激
《铜陵有色报》，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
我的文学创作还很稚嫩，当我忐忑不安
地将每一篇文学稿件邮寄给《铜陵有色
报》时，依然是报社的编辑老师们给了
我包容、鼓励和扶持，是他们让我的文学
梦一步步地变得清晰，是他们扶持我走
向了文学的殿堂。

对于 《铜陵有色报》，我充满了敬
意———因为它过去是，现在继续是我成
长进步的阶梯！

杨勤华

《铜陵有色报》———我成长的阶梯

有一些往事，虽已远去，却永远铭记。
有一种关爱，穿越时空，却历久弥新。

《铜陵有色报》创办 60 年来，其
培养的“铁杆”通讯员可谓成百上千；
偶尔“客串”一下的“外围”通讯员可
谓成千上万；而默默无闻的“粉丝”或
读者当以数十万甚至百万计。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一直在想，在
集团公司内部，同样的二级单位，同样
的通讯员队伍，为什么有的单位长年
稿件不断、生龙活虎；而有的单位却长
年“沉默寡言”、悄无声息。有的单位
通讯员队伍“阵容强大”、梯队合理；
而有的单位只靠一二名通讯员“孤军
奋战”、苦苦支撑。我总觉得，这里有
一个领导支持与重视的问题。比如冬
瓜山铜矿、安庆铜矿、铜山矿业公司、
铜冠物流公司等单位，无论是稿件数，
还是在通讯员培养方面，堪称楷模。

通讯员在写稿投稿过程中，其天
赋、灵性、勤奋等因素固然重要，但领
导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很幸
运，在写稿投稿过程中，曾得到过多位
领导的支持。

记得初始当通讯员时，曾遇到一
位儒雅而内行的领导，他就是有色地
质队原党委书记吕文秀。吕书记早年
毕业于芜湖某师范学校，20 岁时就在
芜湖市青联副主席的岗位上历练过，
后担任原机械总厂宣传部部长、党委
副书记等领导职务。他温文尔雅，惜才
爱才，对我堪称“知遇之恩”。他知道
文字工作是件费脑子的事，我在一线
工作时，他特地给工区打招呼，专门为
我腾出时间搞宣传；我在金康公司工
作时，他通过政工科支持我；我到机关
工作后，他更是从人力、财力上支援
我；在写稿过程中，当背后有人叽叽喳
喳议论时，他挺身而出，予以澄清和保
护。使我心里暖暖的，因此创下了在
《铜陵有色报》一年发稿 100 多篇的
记录。这一段，可以说是我写稿的第一
个高峰期。

我写稿的第二个高峰期是 2003
年底至 2005 年初和 2008 年初至
2010年底。由于铜都环保、铜冠机械
公司主要领导王伍升、范锡生等人的
支持和推动，也由于《铜陵有色报》的
青睐和重视，我先后在《铜陵有色报》
上发表了大量的新闻作品，尤其是
“大块头”通讯。

2014 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工作环
境的宽松，我的新闻写作进入第三个
高峰期。有朋友问我：“你最近写稿发稿
怎么突然多起来了？”我也轻声问自己，
为什么近一年来我的写稿热情空前高
涨？为什么我能在写作中激情迸发？为
什么我在新闻写作之余还连发了许多
散文随笔？我想，这恐怕和主要领导的
开明、分管领导的强力支持分不开。

归根结底一句话：环境越 “给
力”，写稿越有力；领导支持多，发稿
自然多。 王征社

领导支持稿件多
今年是 《铜陵有色报》 创刊 60

周年。说起《铜陵有色报》，很惭愧地
说，真正与其打交道也才有两年。

我从小就有爱好读书、写作的
“毛病”。上班后，每天一下班不管多
苦多累，我都会看看书、读读报，多少
写点东西。2012 年 12月的一天，机缘
巧合，矿宣传部门的同志对我说：“你
喜欢文学，可以写写新闻稿啊！”我瞪
大眼睛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只是
爱好文学，写报道可是门外汉，一次也
没有写过。”“写吧，写完了我们给你
把把关。”就这样，我和《铜陵有色
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篇写的是单位开卷扬机的女
工周红云。白天我在单位和她交流，
晚上 10 点多钟了，我还坐在家里冥
思苦想，我真不知道如何去写，经过反
复构思后，我像学生做作文那样把事
情的经过写了出来。稿件完成后我又
从头到尾读了数遍，第二天一早，我从
邮箱把稿件发到矿宣传部。半小时后，
我接到矿宣传部的电话说稿件修改后
并发出去了。

当我的处女作———《我的愿望是

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发表在《铜
陵有色报》上时，我看了一遍又一遍，
激动和喜悦之情是难以形容的。一篇
700字的“豆腐干”，使我迷上了新闻
报道。

打那以后，无论是在上下班的车
上，还是在岗位上；不管是单位，还是
家里，只要周围一有新鲜事儿，我就用
笔将它记录下来。简讯、通讯、现场短
新闻、工地故事等样样都写。几乎天天
写、天天改，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
水平。有时候为了写一篇报道，别人只
要一个小时就把一篇文章写好了，而我
却要花四五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有
时为了开头的第一句话就要考虑半个
小时，有时候一个标题都要反复斟酌好
长时间，老公笑我是“磨稿子”、不是写
稿子。但他也常常夸我肯吃苦。

我认识到写新闻报道光凭写稿热
情还不够，还要不断“充电”。我就订
阅《铜陵有色报》和购买有关新闻报
道书籍，努力钻研业务知识。利用业余
时间，我就多看新闻书籍、多看报刊、
多听新闻、勤动手写稿、勤动脑思考。
深入一线和工人交谈和采访，从中发

现新闻点，捕捉新闻线索。坚持多投稿，
不断提高写作水平和投稿质量。我已经
数不清多少次放弃下班和娱乐时间，多
少个夜里因为一个字、一句话孤灯苦冥，
只有看到稿件刊登了才有那种从心底说
不出的喜悦与甜蜜。每当我收到《铜陵
有色报》寄来的仅仅 30 多元的稿费时，
心情无比激动，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标志
着我写的文章还是有潜力的，是有发展
前途的。是他们对我鼓励和赞誉，使我更
增添了对新闻报道不懈追求的信心和勇
气。

在闲暇之余，班里的姐妹们读着我
的文章时候，无不向我投来敬佩的目光
和送来祝福的话语。每当这个时候，我心
里总是暖洋洋的，一种莫名地自豪感油
然而生。每当我看到自己的文字和名字
变成铅字的时候，心中的那份喜悦无法
形容；每当心情烦躁的时候，翻看自己那
些《铜陵有色报》刊登的文字，仿佛在阅
读我的人生，一字一句，又让我充满激情
投入新一天的工作。

《铜陵有色报》是桥梁、是良师，两年
时光尚浅，愿今后始终能与你相伴……

胡敦华

《铜陵有色报》———助我成长

《铜陵有色报》创刊 60年。余生
也晚，和《铜陵有色报》结缘屈指算来
也有 29年。作为一名铜陵有色员工，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铜陵有色报》
既是我创作的源泉，也是我发表作品
的重要园地。

1986 年 8 月，我在当时的《铜陵
报》上发表了一首散文诗。就这么一
块不起眼的“豆腐干”，居然引起《铜
陵有色报》 副刊编辑老师的注意，他
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约稿信，让
我向《铜陵有色报》投稿。1986 年 11
月，我的一篇小小说《阿 o 小传》，经
副刊编辑老师精心编辑，就在复刊一
个月的《铜陵有色报》上发表了，这对
一个不到 20 岁的文学青年鼓励是很
大的。

文学来源于生活。1987 年 8 月，
受《铜陵有色报》报道的精简机构的
启发，我创作的新编故事《减神》很快
在《安徽工人报》、《铜陵有色报》发
表。我在陷于想写却又写不出来东西
的境地时，就从《铜陵有色报》刊登的
新闻报道中寻找、搜集文学创作的灵
感和素材，颇有收获。反映矿山﹑矿工
和矿工家属工作、生活、思想情操，表
达铜陵有色厚重久远的青铜文化的一
批作品，如《老王头》、《家有“闲”
妻》、《不服不行》、《客气》 等小小
说，以及《矿山》、《野菊飘香山岗》、
《头顶升起银芒的师傅》、《古铜渣》
等散文、诗歌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我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铜陵有色

报》首发的，不为什么，就因为《铜陵
有色报》是自家的报纸。我积极参加
《铜陵有色报》举办的文学征文活动，
获得一些奖项：1989 年 1 月，小小说
《一天里的故事》获“凤凰杯”微型小
说征文大奖赛一等奖；1994 年 1 月，
散文诗《挥手之间》获“凤凰杯”纪念
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征文二等奖；
1994 年 11 月，小小说《闲扯》获“白
鱀豚杯” 时代风采征文三等奖；1996
年 1 月，小小说《“矿花”的故事》获
“线缆杯”身边的故事征文一等奖。在
集团公司举办的 “我和我的铜陵有
色”故事征集活动中，我整理的《代
号：75—31—05》，编写的《从“老五
百”到“一千三”》、《井边铜矿纪事》
都在《铜陵有色报》发表后，收入到安
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创造成就未
来》丛书。

我觉得《铜陵有色报》很重视作
者队伍的培养。说起来我既骄傲又惭
愧，骄傲的是，我取得一点点成绩，
《铜陵有色报》就给予我很大的鼓励。
《感觉》、《客气》、《“矿花”的故事》
等一些作品在发表的同时，也发表了
编辑老师对这些作品不乏溢美之词的
评论文章，如评论《感觉》的《多少人
间事 尽在感觉中》、评论《客气》的
《“客气”的背后》；在冬瓜山铜矿举
办的新闻和文学创作培训班上，《铜
陵有色报》编辑老师对我的作品进行
了中肯的点评，使我受益匪浅；在
1988 年底时，我不过发表 10来篇作

品，《铜陵有色报》就以较大篇幅刊登了
由杨新柱创作，介绍我文学创作经历的
报告文学《小不点》。惭愧的是，我辜负
了《铜陵有色报》对我的鼓励和期望，在
文学创作上没有大的建树，我至今不过
在 《中国有色金属报》、《安徽日报》、
《安徽工人报》、《新安晚报》、《安徽人
口报》、《铜陵日报》、《铜陵有色报》等
报纸，以及《中国工人》、《辽宁青年》、
《微型小说》、《精短小说》、《作家天
地》、《天池小小说》、《岁月》、《微型小
说选刊》等杂志发表篇数有限、篇幅较
短的、以小小说居多的文学作品，只有个
别作品入选权威的年度选本。

我体验到《铜陵有色报》采编人员
严谨的工作作风。1997 年 5 月，我撰写
的集邮类文章《铜与“国家名片”》，因
多少带有点学术色彩，加上文中有不少
生僻字，时任副刊编辑老师，打电话把我
约到报社，与我一道核实、校对，直至无
误。

我是个普通的矿工，因为结缘《铜
陵有色报》，至少不是一个精神空虚的
人，不是一个低级趣味的人，这就够了。
感谢《铜陵有色报》，感谢《铜陵有色
报》全体采编人员。

《铜陵有色报》是铜陵有色集团公
司宣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
重要阵地。作为铜陵有色的员工，作为
《铜陵有色报》的读者、作者，我衷心祝
愿铜陵有色集团公司越来越兴旺发达，
祝愿《铜陵有色报》越办越好！

钟小华

是源泉也是园地

学生时代就梦想有一天，自己
能够在某报刊上占有一席之地，发
表自己的“豆腐干”。工作后，是《铜
陵有色报》帮我圆了这个梦，让我的
名字变成了魂牵梦绕的铅字。

在集团公司召开的 2012 年度
总结表彰大会上，我所在的天马山
矿业公司选矿车间碎矿班荣获集团
公司 2011 年度优秀标准化班组荣
誉称号。闻此喜讯，大家欢呼雀跃。
车间领导打来电话说：“小吴，你们
班获得如此殊荣，很不容易！你回家
写篇稿件，把你们班所做的工作好
好理一理，往《铜陵有色报》投稿。”
我当时一听就急了：“啊！天马内部
网我还是凑合着写呢，往《铜陵有色
报》投，恐怕……”“你还没写，怎么
就知道不行。你就把班里的特点写
出来就行。告诉你啊，这是任务！”领
导未等我说完，加重了语气下达了
命令。既然是任务，那只有赶鸭子上
架了。夜深人静时，我面对电脑，回
想着班里那些长期伴着星星、顶着
月亮奋战在生产一线的同事，那种
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灵感由
此而发，不知不觉间把手里的键盘
敲得“啪啪”作响。

第二天上班，我便把“创作”了
一晚的稿件交到了车间。几天后，矿
里林积才部长看到我说：“小吴，那
篇稿子内容不错，只是题目有所欠
缺，没有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我帮
你改了改，回头你看看 《铜陵有色
报》。”嗯，叫我看《铜陵有色报》，
这么说，我的文章上报了，心中窃
喜。每天一拿到《铜陵有色报》，我
就赶紧先“扫描”一遍，看看有没有
刊登我的稿件。终于在 2012 年 4 月
26 日《铜陵有色报》二版的最上方，

几个大大的字 《天马山上最亮的
“星”》跃入眼帘，至今我还记得当初
的血脉喷张和梦圆后的欣喜自豪。自
此以后，我胆子大了起来，遇到班里的
好人好事就及时写出报道投往 《铜陵
有色报》。尤其是参加了 《铜陵有色
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从编辑老
师和老通讯员们所传授的写作技巧，
使我的眼界更加开阔，学会了用 “敏
锐”的眼光去发现新闻、挖掘新闻。每
当华灯绽放，万籁俱静时，我便打开电
脑将白天发现的一个个 “闪光点”一
个字一个字地输入电脑。往往，一篇稿
子完成关灯睡觉时，思绪还在电脑前
打转，这个词用得妥不妥当、换个角度
是不是更好？

通过不断地写稿、投稿、读报、反
思，加之领导及报社老师的鼓励和指
导，使我从开始的胆怯、费劲到现场的
自信、流畅，写作水平逐渐有了明显的
进步。从 2012 年写 4 篇稿件到近两年
每年 10 多篇稿件，数量、质量都有了
明显提高。在 2014 年《铜陵有色报》
举办的征文活动中，我有两篇稿件获
三等奖、一篇获优秀奖。

在我们选矿车间每个大班的 《班
组园地》里，张贴着《铜陵有色报》刊
登的本单位的新闻稿件，不仅向员工
宣扬先进风采、提供学习榜样，也鼓励
稿件中报道的先进员工继续前行。同
时，看着稿件下方作者的名字，也激励
着我要多写稿、写好稿。

60 年的漫长岁月，《铜陵有色报》
犹如一颗启明星伴随了铜陵有色创
新、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也照亮了
无数个新闻爱好者、业余通讯员成长、
成才、成功的脚步。作为一名新兵，我
真诚感谢《铜陵有色报》助我成长。

吴奕敏

《铜陵有色报》帮我圆梦

人过花甲，则步入耳顺之年，开
始领悟人生，学会一切，可独步凡尘
任潮涨潮落，可笑看世事随云卷云
舒。《铜陵有色报》创刊 60 年则寓
意又一个新的开始，是成熟后的自
信，是收获后的积累，多少坎坷事都
付笑谈中，青山依旧在信步风雷动。

我自 1990 年招工来到矿山，就
爱上了这份企业自办的企业报，四
开四版，每周两期，反映的都是咱有
色的大事小情，写的是身边人、说的
是身边事，作者也多是一线业余通
讯员，文短版面活，报小信息多。那
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报纸从铜陵
交换到安庆铜矿，再传到一线班组，
往往是几天之后，周报成为旬报，甚
至月报，但每期报纸一送到，便会被
工友们一抢而空，爱看爱读爱收集，
明情说理长见识，深得工友同事的
欢迎。不过喜爱归喜爱，那时总觉得
报纸、报社离我很远、很远。

第一次向《铜陵有色报》投稿，
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1991 年因被
评为优秀团干到集团公司团委参加
表彰会，就在报社旁边，刚好看完电
影《焦裕禄》，便有感而发地写了一
个近百字的读后感，十分冒昧斗胆
“闯”进报社，时任副总编的殷修武
老师接待了我，非常认真地翻看了
我的稿件，热情和我攀谈，耐心地讲
怎么写稿、怎么投稿，并鼓励我多写
多投。

我的处女作便在当期的 《铜陵
有色报》上变成了铅字，尽管被删改
后只有几句话，但看到自己写的东
西被报纸刊登，那种心情如同中奖
一样甜蜜，如同秋收一样满足，第一
次感到《铜陵有色报》离我很近很
近。于是，便隔三差五的写稿、投稿，
当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那些个
“豆腐块”，心中便盛满了喜悦和满
足，更多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增长了
知识与才干，提高了文字写作水平，
不久就被矿办公室相中，有了一段
当秘书的经历。

这些年来，报社多位编辑老师

对我们业余通讯员一直鼓励尽心，关
爱有加。原报社副总编周宗雄老师不
仅给我们讲过课，还亲笔题款赠书，态
度至真至诚。更让我难忘的是：去年 8
月的一天，我正在家休息，一个显示为
铜陵的来电响起，我迟疑地按下接听
键，“你好，是陈文革吧，我是《铜陵有
色报》范德玉。”“啊，范总!”一时让
我难以置信，有点大喜过望的感觉，
“《安全三字经》 是你自己写的吧，非
常不错，我们准备采用，望你修改一下
发来好吧？”面对范总的亲切话语，我
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视、被认可。那一
刻，一种新的写作激情与投稿欲望再
次被点燃、被催发。还有一次，我匆忙
中错把内部事迹材料当作新闻稿件通
过邮箱发到报社，编辑老师专门给回
复：“陈文革你好！你发来的两篇人物
是材料，可能发错了，请重新发。”善意
的提醒让我获益良多，我为自己的大
意而懊恼、自责，更为编辑老师的耐心
与诚恳而折服。还有许多编辑、记者老
师或是传播新闻理论与实践的老师，
或是传递信心与关爱的至交，或是以
文相吸以网相聚的 Q 友，经常得到他
们的指点关爱，更是让我受益无穷。
《铜陵有色报》的编辑、记者老师，他
们用心编稿、写稿，传播正能量、弘扬
主旋律，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也才有
了报纸的飞速发展，由周一刊进展到
周三刊，由小四开四版扩大为对开四
版，更借力信息化有了电子版，只要轻
点鼠标，就可以浏览到昨天的报纸；投
稿再也不用跑邮局贴邮票，当天的新
闻当天就可传到报社，再也不会让新
闻变旧闻了；报社还非常体贴地给我免
费寄赠一份《铜陵有色报》，可以坐在家
中学习、阅读，我想这正是办报为职工、
为职工办报的人性化管理理念得到最好
诠释吧。

一味好菜，可以饱人口福；一首好
歌，可以铭心刻骨；一份好报，可以启
迪心灵，陶冶性情，让人记住，成为挚
友。《铜陵有色报》便是我最好的良师
益友。

陈文革

亦师亦友 相伴永久

图为《铜陵有色报》社举办通讯员培训班。 王红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