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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烟台苹果”品牌连续12
年蝉连中国水果品牌第一，品牌价值
达145.05亿元，这是烟台苹果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持续高质量发展的
硕果。

纪实文学《红苹果》用文学手段
描绘了烟台苹果来历、西洋苹果落户
烟台、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红富士苹果蓬勃发展的壮阔画卷，
讴歌了烟台果农奔小康的艰苦奋斗
精神；它是中国苹果史上第一部纪实
文学，其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不言而
喻。套用“《烟台苹果》，‘中国第一个
苹果’”的广告词来表述：“《红苹果》，

‘中国苹果第一朵文学花’”。建筑大
师贝聿铭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
的。”《红苹果》既是烟台的，也是中国
的，更是世界的！

——烟台市苹果协会会长、泰山
学者姜中武

《红苹果》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全面系统地
记录了烟台苹果一个半世纪以来走过的壮阔历
程，留下串串闪光的脚印，弥足珍贵，历久弥
新。大量生动的、鲜活的、翔实的故事灵动地囊
括其中，许多再创新、再发展、再前行的史料深
刻地镶嵌始终，充分展示出“烟台苹果”一路走
来，前行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发展在时代发展
的潮流中，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接续奋斗、春华
秋实。烟台是中西合璧苹果的发祥地，“烟台苹
果”叫响中国，影响世界，是中国苹果杰出的代
表作。《红苹果》这部作品辉映的不仅是烟台，而
且是中国。

——烟台市苹果协会首任会长赵培策

烟台吴记者在莱州农业局领导的引荐下来
采访我，让我回顾和展望小草沟以苗兴村的片
段浅见。我以一个又想又不甘退出的老育苗人
的心思，接受了采访。36年来小草沟人由穷变
富，苗木由近到远方，结出的红苹果造福了农村
百姓，也因品质好吃得不得了，受到城里人的赞

誉！走到全国有苹果的地方，提起烟台苹果都
说好，提起小草沟都知道；不知道小草沟是哪里
的，就知道小草沟苗木放心，是农业部定点的育
苗基地，请客吃饭唠嗑后才知道在烟台莱州。
在这里，非常感谢像吴记者一样关心支持苹果
产业和小草沟苗木的记者们。

本书的小草沟故事一折，反映了它的质量
与诚信交错融合的思想根本，大家因我能挣
到更多的钱，因我而富，小草沟人心里踏实荣
耀！同时，阅读本书章节似触摸到吴记者的
心语，也感悟到他对烟台苹果的厚望，毕竟苹
果是咱烟台农村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创新
发展好烟台苹果，让它继续强盛下去，造福后
代，书中吴记者采访的“老莱农”（莱阳农学
院）教授的初心可贵。但是，近几年像新疆、
云贵川等新区，异军突起，以得天独厚的地理
和气候条件优势，对烟台苹果形成了威胁，市
场竞争激烈，深感责任重大！小草沟还是那
个小草沟！我将借本书发行契机，不忘初心，
不辱使命，砥砺前行，以新模式、新品种、新技

术做强做大苗木产业，把“烟台苹果”品牌打
造得更加红红火火。

——莱州市小草沟大自然果木公司董事长
宋永果

第一次见吴老是在姜中武会长的办公室，他
说要写一本关于烟台苹果的书，记录烟台苹果的
历史和文化。当时就想，我就是种苹果的，这有
什么可写的，更想不出他的切入点。当看到吴老
的作品之后，非常震惊，他竟然几十万文字把烟
台苹果一百多年波澜壮阔的发展活灵活现地表
现了出来！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管理企业就
像管理苹果树，苹果树的根就是企业的无形资
产。”——书中有这段。吴老的《红苹果》就是烟
台苹果的“大根系”，也是我们南村果园的“大根
系”，是再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无形资产。

我知道了吴老写《红苹果》的用意，他要保
护好苹果的根，通过人物、事件和真实的故事
让烟台苹果的巨大无形资产在历史的长河中
保存下来。吴老从头到尾的写作过程中，也让

我真正理解了“笔耕”两个字的含义。吴老，辛
苦了。感谢吴老，您是我的贵人。我的人生经
历和内心的思考，因您的挖掘而成书，有幸认
识您，否则一切会没有痕迹地归零。我会做您
一生挚友，天长地久。

——龙口市南村果园果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邵刚

读着《红苹果》，我关不住思绪的闸门，欣然
命笔，为《红苹果》写下了新诗《红太阳》——

在宇宙间
一个红彤彤的
暖融融硕果
在蓝蓝的叶子下
从早到晚
不分春夏秋冬
无偿地供地球人
品尝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烟
台市第五届作协顾问杨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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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苹果》的艺术探索与启示
王永福

烟台作家吴殿彬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红苹
果》，是山东省作家协会重大题材文学创作选题
扶持项目作品，在《烟台日报》长篇连载的同时，
近日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烟台
文学创作的新收获，也是烟台文学界为建党100
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可喜可贺！

烟台苹果莱阳梨，历史悠久，名声远播，是烟
台农业生产的重要品牌，享誉中外,但通过语言
文字为之立传，运用媒体广为传播，据笔者所知，
恐怕是有史以来首次，引起广泛关注。

烟台苹果，是一个多世纪前由美国传教士倪
维思从西洋引进落户烟台，不断发展扩大，让烟
台不断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苹果之乡，引领神州
苹果生产的潮流，至今已扩展到纵横一万多平方
公里，拥有300万果农，成为发展历史最长、涉及
地域最广、从业人员最大的宏大产业。表现这一
重大历史题材，远远超过了一般纪实文学的范
围，难度很大，让人运作起来真有点“小老虎吃
天，无从下口”之感,可谓历史久远、纵横交错、事
件繁杂、人物众多，非一般作者所能胜任的。但
吴殿彬得天独厚，一方面他具有长期从事新闻采
写的丰富经验，出版过《新闻采写精谭》，在报社
工作期间，经常获得全国新闻奖；退休后，又出版
过《举起这杯葡萄酒》《生命树下》等文学作品，因
此，接受烟台苹果报告文学题材，驾轻就熟，游刃
有余，终于获得成功。

因此，当作者将《红苹果》长篇巨制登门送到
案头，要我这个有名无实的文学评论家写点文
字，我就有点犹豫了。一方面，《红苹果》是纪实
文学难得的收获，殿彬又是我的老同行、老部下，
义不容辞，理应为之说点什么；另一方面，我这个
所谓的文学评论家，徒有虚名，不学无术；尤其当
我重病初愈，阅读与评介这样的大部头作品，力
不从心。

于是，笔者考虑了一个走捷径、取巧的办法，
邀请作者回顾自己的写作过程和切身体验，一方
面避免了凭相当然隔山放炮，空对空；另一方面
省却了我阅读长篇文字所累，借鸡下蛋，借梯登
楼。因此，说这篇文章为我所作，不如说是我与
作家共同探讨的结果。

纪实文学，在过去的文学理论中，又称报告文
学，是一种新闻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体裁，兼有新
闻与文学的双重特征，是特写与文艺通讯的总
称。它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它要
求迅速、及时地报道社会生活中的真人实事，必须
准确，容不得虚构，要求主要人物和事物，必须符
合事实；虽然可以想象，却不能违背事实真相。这
就容易让作者处于两难境地，特别是面对像烟台
苹果这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性题材，采写起来难度
相当大。但实践出真知，面对如上的难题，在长期
的实践中，聪明的作者创造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手
法，即“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新经验。

无疑，吴殿彬同志就是借鉴了以上的经验，破
解了《红苹果》创作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突破了时
间久远、人多事杂的采访写作“瓶颈”，并闯出了一
片新天地。

通过分析、探讨，我与吴殿彬同志总结了《红
苹果》的三条创作经验，即运用“竹节型大树”结
构，采取横竖结合手法，承载宏大的题材容量；恰
当地楔入虚构成分，以实带虚，丰满艺术形象；运
用独特语言，创造艺术美感。

以“竹节树”结构
横竖结合，承载宏大题材容量

毫无疑问，长篇纪实文学《红苹果》写作的题
材是宏大的：烟台有150年的苹果发展史，具有
历史的纵深性，同时也具有现当代苹果生产发展
事实的丰厚性。烟台作为最早“西洋苹果”的产
区，影响了整个中国苹果产业发展，成为中国苹
果的发源地和领头羊，创造了中国苹果史上的

“奇迹”，因而题材特别重大。搜狐网曾刊载消息
称，“烟台苹果——一部中国苹果的发展史”，邮
政部门为此专门发行了“烟台苹果”邮票，可见其
文化影响力令世人瞩目。就现实情况看，我们烟
台的苹果一直在全国领先，而且享有世界声誉。
特别是在党的奔小康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
烟台的苹果产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不仅在实
际生产上创造发展了各种管理技术和生产手段，
成为全国各地的示范样本，而且在苹果文化上，
特别是烟台苹果的“拇指哥”，更是让烟台苹果领
尽风骚。烟台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水果品牌的概
念，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烟台苹果”的国家地
理标志，并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连续十一
年荣立全国水果品牌价值榜首；苹果栽培面积达
到282万亩，产量约568万吨，出口东盟、日本、欧
盟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大农村靠苹果富了，

农民百分八十的收入来自于苹果。可以说，烟台
苹果是显而易见的大题材，是纪实文学中不可多
得的罕见“大金矿”。

然而，这么优质的纪实文学题材，改革开放
几十年来为什么就没有人问津呢？恐怕是因为

“体量关”：上下150年、地域1.37万平方公里、果
农300万，写谁，怎么写？进而言之，就是从哪里
切入主题？首先遇到的是“结构关”。一般来说，
纪实文学有这样三种结构形式，即纵贯式、横断
式和集锦式。所谓的纵贯式，就是从头到尾一个
脉胳写下来，有头有尾，把事件或人物从起始到
结束按照时序或者逻辑写成，如果用历史书作比
喻，可以叫“通史”；所谓的横断式，就是从一个断
面来表现人或事物的本质面貌和形象，可称为

“断代史”；所谓的集锦式，就是一件件的事或一
个个的人集合起来，构成“作品集”。《红苹果》的
题材，时空纵横交错，人物、事件“碎片化”，没有
一个“主体”，即使勉强写出来，也必然是一盘散
沙，难以写成一部结构完整、逻辑严密，故事层层
递进、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

《红苹果》独辟蹊径，创出了“竹节式大树”结
构，完成了这个以前看似无解的“大主体”的艺术
建构，给我们的纪实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结构的
新例。

全书共分六部十八章，每部三章。一部就是
一个“大竹节”，六部就是一棵“大树”。可以说，分
部是《红苹果》的一个创新之举，也是它结构成功
的关键所在。

所谓“竹节式”，顾名思义，就是每一部完整
地展现事物或人物，形成一个完整的独立形象，
类似于集锦式结构的一个故事或人物，却又有
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红苹果》的“竹节部”
不仅是一个完整的人或事的承载，而且是某一
段时间的历史事实承载，它是以时间和逻辑为
双轴，将某一时段的同类事件和人物组装成

“节”。这个“节”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服务于
其它整体结构的，从而使六部之间形成一种逻
辑递进关系，既有时间上的递进也有事实上的
递进。如“千苗竞秀”“田园交响”“品牌战略”

“再创辉煌”这四部，就是苹果生产、营销、发展
的四个必然流程，一环扣一环，环环紧扣，结成
一个血肉相连的艺术整体，共同完成全书的统
一主题。同时，在各部“竹节”内部，也采用递进
写法。如“千苗竞秀”的三章里，头一章写“地下
秘密育苗”，接下来写第二章的小草沟大面积育
苗，再写第三章的“国家队”育出烟台本土苹果
新品种。这三章的顺序，就像发生在一个地方
的连续的行为——“先试验成功，再大面积发
展，再科研创新”这样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将
不同的时空、人物、事件完全归整于这样一个递
进的“竹节”中。这样，章与章递进形成“竹节”
部，部与部相连长成“竹节型大树”，从而把一切
杂乱无章的、时序不相同、人物不相关的事件碎
片，统统纳入一个井然有序的结构中，让全书结
构浑然一体了。

楔入虚构成分
以实带虚，丰满艺术形象

纪实文学既然允许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
前提下纳入虚构的成分，即不能违背事实又允许
细枝末节的虚构成分，二者如何平衡，也就是说

作家既不能把纪实文学写成“调查报告”，又不能
虚而不实写成小说。因此，殿彬在创作《红苹果》
的过程中，在事实的叙述中恰如其分地楔入虚构
成分，使全书虚实相生，相得益彰。概括起来，就
是从情节结构、细节运用、场景描写上适当务虚，
做到恰如其分，操控有度。

如《红苹果》的第一部“西果落户”中的第
二章，是全书的“根之章”，没有这一章，整部
《红苹果》就无法成立，因为烟台苹果所有的辉
煌都产生于这个源头，所以，这一章写作的成
功与失败，直接关系到全书的成功与否。而决
定这一章的关键，是情节虚实与否和再现生活
的必然性。倪维思作为美国传教士来中国传
教，他的目的是传扬“信耶稣得永生”的福音，
让中国人信耶稣。这是每一个传教士终身不
变的使命。那么，倪维思怎么从一个传教士成
为“苹果葡萄之父”，把西洋苹果引进烟台，最
终使烟台成为苹果之乡的呢？从史料的记载，
这个转变并不复杂，就是他和妻子海伦传道十
分困难，即使他们磨破了嘴皮，信的人也寥寥
无几——他们原来以为学好汉语就可以轻松
地引领很多人信耶稣，但事实却是，他们的汉
语水平很高了，传道依然收效甚微。这让他们
思考传道的现状与上帝旨意之间的关系，找到
了西方与东方的认知区别：西方人是以信为
实，中国人是眼见为实。怎么才能让眼见为实
的中国人也像以信为实的西方人一样信耶稣
呢？他们找到了一条路，就是先让贫穷的老百
姓富裕起来，让他们尝到“富裕”的真实，就会
自然而然地信耶稣了。他们这个认识符合不
符合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应当用什么
办法来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呢？他们开始寻求

“神”，最终找到了引进西洋苹果、以科技为传
道“婢女”的道路。而倪维思青年时期就是个
园艺家，家人又是种苹果的农场主，而烟台古
老的“绵苹果”既不好吃又不赚钱。结果，他们
引进西洋水果，包括苹果、葡萄、大樱桃、草莓、
洋梨等等，获得了成功。如果把这件事情从头
到尾照实写下来，可以说符合事实不虚假，生
活气息和浓郁的文学味道则全没了踪影。于
是，作者虚构了“金钥匙”的异象和寻求上帝旨
意的情节，成功地再现了他们整个认识异像的
思想感情变化情节，从而完成了一个关键的不
可或缺的重要情节的虚构，使传教士工作重心
由“传教”向“引种”转移，贴近生活和人物性
格。这个情节虚构成了作品最关键、最吸引人
的地方。可以说，没有这个情节虚构，就没有

“西果引进”这一章的成功，进而言之，就没有
《红苹果》的整体成功。

楔入虚构的第二方面，即细节虚构。可以
说它是纪实文学的“润滑油”，舍此，纪实文学的
文学性就会大打折扣。这类细节虚构，比情节
虚构更多更普遍，书中这类虚构，使作品充满了
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种细节虚构，往往与场景
虚构和情节虚构相融合，有的读来让人泪奔，有
的读来让人如临其境，不论何种感觉，都表现了
细节虚构的感染力。比如，第三章“一个苹果村
的传奇”中，虚构老果农跟支部书记要周总理给
的豆饼去喂自家“祖宗树”的细节，就强烈地反
映了人们对周总理的感恩之心，把作品的思想
情感推向了高潮。书中这样写道：“老汉急呼呼
地撅着一粪篓子豆饼来到树下，已经是汗水湿

透了夹袄。他对着老苹果树说：‘祖宗树啊，你
睁开眼看看吧，你这辈子算是值了——我跟书
记说好话，才给你把周总理给的豆饼要来了。
你能吃上周总理给的豆饼，真是福大命大造化
大啊……’老汉泪流满面，自言自语地说，‘周总
理啊，明年，俺的祖宗树结的苹果，第一个就送
给您尝尝，它还会像以前那样，长得又香又大又
甜……’”通过这样一个细节虚构，把周恩来总
理从东北拨给绍瑞口村大豆饼的关爱之情、老
百姓的感恩之情、青香蕉的再度辉煌之基，像长
河激浪一样喷涌出来。类似的细节虚构，书中
比比皆是，从而增加了生活的质感，使作品饱和
情感，人物生动，形象鲜活。

楔入虚构成分最具创造性的一点，就是重要
的场景虚构，它是大作品才拥有的独特的虚构手
法。在这个方面，最突出的是第十四章“中国苹
果第一品牌”中的烟台苹果协会第一任会长赵培
策读新闻报道的场景虚构。可以说别具匠心，出
乎意料，很好地拓展了故事的广阔性，塑造了人
物独特的形象。这个场景虚构，是依托一篇深度
报道，虚构了赵培策读新闻的场景，把赵培策这
个“书生会长”的鲜明形象一下子立了起来。

《红苹果》楔入虚构的手法是恰如其分的。
作者严格遵循以事实为基、虚构添彩的原则，每
一个虚构都有事实为依据，决不是没有事实基础
的那种凭空编造。从上述虚构的楔入艺术建构
中，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第一种情节虚构，是根
据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楔入的，没有这种虚构故事
就无法进行；第二种细节虚构，是根据事情发生
到一定节点上的需要楔入的，如果不楔入虚构的
成分就没有生活气息，没有推动故事发展的力
量。第三种场景虚构是为人物形象的展现和发
展提供一个舞台，没有这个场景虚构，整个故事
就没有依托或者说就没有人物的剧场。这三种
虚构手段的交互运用，使全书虚实相生、灵动鲜
活，增加了生活气息。

建构独特语言
创造文学之美

语言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建筑材料，有什么样
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建筑艺术。纪实文学
作为文学家族的一支，当然也是语言的艺术品，其
语言建构的艺术水准，自然也决定了其整体艺术
水平的高下与作品的质量。一部纪实文学如果语
言没有特色，没有行文的逻辑，全是交际性的语言
构成，就不可能成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很多人以为，一讲作品的语言艺术，就是讲
如何遣词造句，就是修辞的运用。其实，语言艺
术包括行文的章法、笔法和修辞，乃至标点符号
的使用。没有语言艺术的整体建构，就没有作品
的风格特征。因此，一部作品的成功，需要主题
好、结构好、语言好，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红苹
果》在文学语言的建构上独具特色。

先看章法。章法是比整体结构低一个维度
的行文逻辑，也可叫“篇章结构”，通常有顺序、倒
述、插述等手法，这些在《红苹果》里随处可见。
我在这里只讲一种作者借鉴电影艺术镜头推进
的手法，采用“跳段”新章法，就让我大开眼界。
如开篇的引子，第一句八个字：“恍若梦中的变
幻”一段。接下来，作者没有写过渡性的段落启
承下面的段落，而是直接用五个“跳段”镜头，直
接把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人物和事件拼接
起来，组成脉络清晰、逻辑发展自然的整体历史
概括，即用“过去贫穷的面貌”“引进西洋苹果的
丰收景象”“个人与苹果的故事”“签约作协的心
境”“采访的大框架展现”完成了一部《红苹果》的
整体表现。一段一环，环与环之间各自为政，却
又环环紧扣，相互成链，缺一环则链断。跳跃的
章法，魔幻灵动，冲击力强，意象变换自然，引人
入胜，一个引子就让人欲罢不能，可见作者章法
运笔的老到。

再说笔法。笔法即句子的叙述特点，包括
词语的使用和修辞的运用等。作为一个完整意
思表达的单位，句子分多种句式，如单句、复句、
多重复句等等，又分主、谓、宾、补、定、状的成分
等，这是汉语语言交际功能的最基本的规则，但
文学作品的语言建构，是在更高的“艺术”维度
进行的。一般的作家会在语言的交际功能上

“炼字锻句”，而《红苹果》的作者，则在句子的诗
化和变异上富有创造性，达到了出乎常人意中
所有而实际所无的效果。书中小说、散文、诗
歌、新闻、论述等各种语言风格相互融合，变幻
多姿，让语言诗化、陌生化。这里所说的诗化，
是借用诗歌语言的表现手法，将我们的交际性
语言变化成“艺术性的富有美感”的语言。在这
一点上，《红苹果》的作者敢于突破，敢于创新。

比如第一章第一段“苹果花儿是大家闺秀，她不
像杏花那样性急，不等侍女绿叶到身边，就自己
上街赶集；也不像桃花姑娘那样小家碧玉，看见
杏花出墙了，也拿着刚刚泛出来的绿叶芽芽，走
到梢头粉笑——她总是天半晌了才款款起身梳
洗打扮。你看她在一片绿裳丫鬟们的伺奉下，
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抹上口红，然后一层一层地
穿上上白下绿的裙裾，向你慢慢地走来。一片
一片地连接着天上的白云，带着绿丫鬟们呼喊
着布谷快快催种……渐渐地，苹果花姑娘，在绿
丫鬟们的族拥下，趴在她们的绿色裙裾的影子
里，悄悄地孕育出了小宝宝……”不知道读者你
看了感觉如何，我觉得很美，比喻、拟人、夸张、
陌生化、反常化等等修辞的诗化成分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再如第二章
里写海边“广兴果园”的刻石：“我仿佛感觉到

‘广兴果园’的刻石正在对我亲切地耳语……我
举起相机对准了这块下半身嵌在广场水泥地
里、上半身卧在地上、北面直如峭壁、南边空若
悬崖、崖根下长着三簇绿草的纪念西洋苹果落
户烟台的历史刻石……”这种把描述刻石的复句
用顿号间隔成一个没有缝隙的长句，塑造刻石坚
硬的艺术语言，是语言陌生化的典型例子。当
然，除了语言的诗化，小说语言、新闻语言等等，
都被作者用来作为语言艺术建构的“技术手
段”。如第十三章的开头：“他的轿车一直向南，
穿过龙口市北马镇‘T’字形摆在公路上的集市竖
画，在村头摆脱了繁华的喧嚣，向左拐进了一条
宁静的土路。又是一个艳阳天。”就是小说笔
法。当然也有暗喻的成分。类似的语言变异创
新在书中比比皆是。

再说《红苹果》标点符号的使用。标点符号常
常被人忽视，以为无关紧要。其实，标点，是语言
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时候，一句话，因为标点符号
使用的不同，意思可能完全不同。《红苹果》在标号
运用上的独特之处，就是打破常规，书中大量使用
省略号。省略号的作用是表示引文、例举、重复词
语的省略和声音断续、语言含蓄、话题跳跃和转
换。《红苹果》的作者则把它们的功能叠加，营造出
除了用省略号再也无法用其它方式表达的语境，
表达了各种不同的场景、心态、物事，营造出不同
的环境不同的人物形象。如第六章观水镇党委开
会的描述。短短几百字，作者竟连续运用了六次
省略号，营造了会议的凝重、机密、压抑、抗争、神
圣等多种氛围，特别是两个独立成段的省略号所
传达的语境情感，无法言说，只能用“感觉”领略，
才能窥见情感复杂的“妙不可言”。

文学同新闻一样，成功源于创新求异，别开
生面。《红苹果》作者吴殿彬是我当年的老部下，
在我的印象中，他一向富有创新求异的精神。他
曾经借鉴诺奖作品写过一篇全部是对话的人物
通讯，我破例给他发表在“胶东新人传”栏目里。
还有一次，他到蓬莱写了一篇稿件《马经理赋诗
招商》，引来老省长马连礼同志专程到烟台找殿
彬谈企业文化。他是当年烟台唯一的新华社特
约通讯员，给新华社的稿子篇篇必发，因之成为

“全国十佳通讯员”；他当过晚报副总编辑，被评
为“中国时事报道全国十佳总编辑”，是当年报社
的获奖专业户，无论新闻、文学和摄影都获得过
省级以上很多奖项。无论从个人感情还是从《红
苹果》本身，都值得我为之点赞喝彩，因为他身上
体现了我们党报记者为党的宣传事业“生命不
息，奋斗不止”的高尚追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