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凤/美术编辑/曲通春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烟台日报

微信
大小新闻
客户端悦读文化周刊

又 是 一 年 丰 收 时
节。母亲通过微信给我
发来一个老家丰收的视
频，一辆辆联合收割机穿
梭于玉米地中，一边是依
次倒下的秸秆，一边是一
个个活蹦乱跳的玉米；金
黄色的玉米和远处的蓝
天白云融为一体，宛如一
幅绝美的秋日油画。母
亲说：咱家一百来亩地，
两天时间就收完了，可方
便啦！

母亲的喜悦，我深有
感触。这如果放在以前，
别说一百亩地，就是五亩
地，从手动掰玉米到运回
家，再从脱皮晾干到脱
粒，前前后后要二十多
天，费时又费力。而放到
现在，这都不是事了。这
一切都要归功于机械化
水平的提高，让农民种地
更加方便，收获效率更加
提高。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
颗子。对于土地，农民朋
友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感

情，甚至是敬畏之情。这从很多细节里都可以看
出。从选种子到播种，从浇水到施肥，再到打药、捉
虫，每个环节都不敢轻视，因为那每一粒粮食，都像
他们的孩子一样，他们期待用精心照料换来丰收的
喜悦。农民朋友从不掩饰他们对丰收的期盼，无论
是下雨刮风的坐立不安，还是逢年过节粮仓上贴的

“五谷丰登”大红字，都在诉说着他们最淳朴的愿望：
年年丰收，丰衣足食。

丰收年里，满满的全是回忆。儿时，大人们把秋
收叫作“过秋”。收割庄稼前，家家户户都在整理农
具、收拾场地，为接下来的丰收做好准备。在机械化
没有普及的年代，从收割到晾晒再到脱粒，几乎全靠
人力，全家老小一同上阵。有的负责掰玉米，随着一
个标准的弧线，不一会儿便堆成了一个小山丘；有的
负责往外运，或用小车推，或用袋子扛，一天下来，腰
酸腿疼，鼻灰脸灰；运回家后，还要一个个手动扒皮，
用麻绳串起来，或挂在树上，或挂在房顶进行晾晒，
此时的农村，到处一片金黄，一片欢悦。

每年秋收的日子，恰逢中秋时节，这时，写在农
民脸上的不仅是丰收的欢庆，更是团圆的喜悦。在
外求学的放假了，在外打工的回来了，一家人在一起
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就连那家门口的菊花也开得更
加鲜艳，天井里的石榴树也笑得咧开了嘴，露出晶莹
剔透的石榴籽。当人们顺利把粮食收回家，他们三
五成群聚在一起，打扑克、拉弦唱戏、喝酒划拳，一起
分享着劳动的欢快、丰收的喜悦。孩子们也在田野
里肆意地追逐着，捉蛐蛐、逮蚂蚱，撵着昆虫到处乱
飞、无处躲藏，不一会儿它们便会变成晚饭餐桌上的
一盘“金黄”，这也是孩子们的丰收。

春华秋实，并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新生的孕
育，来年的灿烂与辉煌，还等着他们去创造。这如同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只要肯付出、肯吃苦，就一定能
苦尽甘来、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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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秋，第十三届长江韬奋奖揭晓，邓兆安荣获
这一奖项，并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消
息传来，烟台新闻界为之振奋。我作为一个老新闻工作
者，在无限欣喜的同时，也有点惊而讶之，邓兆安不鸣则
已、一鸣惊人，有点出乎预料。

我与兆安在上世纪70年代就
相识，为新闻路上的同行者。当时
笔者已是烟台地委报道组组长，后
来任烟台地区新闻科长，而兆安是
当时掖县后来的莱州市报道组的
骨干，后来任新闻科长，算是同一
战壕的战友。那时几乎每年全烟
台地区新闻评奖，兆安都榜上有
名，我们经常见面。

后来，兆安也调到烟台市工
作，成为电视台任分管新闻的副
台长，我们也变成两股道上的跑
车，平时很少直接接触，逐渐陌
生，对其后来的发展知之甚少。

就在不久前，兆安登门送来了两大本厚重的《邓兆安
40年新闻作品集》，命名《登攀》，书中选载了兆安几十年
在新闻领域发表的报道与图片，记载了他几十年来在新
闻路上登攀的闪光足迹，彰显了他不平凡的新闻人生。

浏览记录兆安新闻生涯的文字与图片，笔者深深领
悟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成功来之不易。这个全
国最高新闻大奖，是对兆安40年拼搏的充分肯定，是对
其40年呕心沥血的最高回报与奖赏，凝聚着兆安的汗
水与心血，彰显了他的毅力与勇气。

《三国志》有句名言：“胸怀远大志向的人，一定坚持
不懈地前进，绝不半途停顿”，而兆安“40年自强不息，不
断设立心中的‘珠穆朗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正是对
这句名言的实践。

写到这里，我油然想起我们的前辈作家与诗人冰心
先生的一首著名诗：“成功的花，人们只惊艳她现时的明
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
牲的血雨。”

恰在邓兆安同志进入新世纪，在新闻领域大展拳
脚、突飞猛进时，笔者告老还乡，离开了新闻一线。看过

他40年新闻奋斗史，笔者才恍然大悟，今日的邓兆安，
早已不是当年我熟悉的基层通讯员邓兆安了，真的需要
刮目相看了，他已由当年在底层摸爬滚打的“土记者”，
一跃成为出色的新闻记者和媒体的领导者，是久经沙场
的老手和新媒体领头雁，通晓新闻领域的法则和规律，
成为真正的行家里手。

忆往昔，作为党报通讯员的兆安，还是农民合同工，
当时因其新闻报道工作出类拔萃而被调到县委宣传部
新闻科。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大显身手。几年来，他的
足迹踏遍了掖县的广大农村和城镇，深入农村和事业单
位采访，每年发表在各级报纸的新闻稿多达300余篇，
每年都被评为烟台地区的优秀通讯员。

时代先锋、种子专家李登海的事迹，最先是经兆安
的采访提炼，率先在《烟台日报》推出，继而推向全省，走
向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我清楚的记得《种子的品格——记玉米种专家李登
海》这一典型首先在《烟台日报》刊发，相继被《人民日
报》和《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大报采用，让李登海这个典

型由烟台走向全国，大放光辉。我们充分肯定了这篇稿
子“丰富的材料和鲜明的主题”，并推荐其参与山东省新
闻评奖，让它从当年几万篇稿件中脱颖而出，获得当年
全省新闻二等奖，邓兆安也以此契机突飞猛进，在新闻
领域不断登上新台阶。

正当邓兆安在新闻领域一帆风顺时，他遇到了人生
路上的一个转折。正是由于他在新闻领域的不凡表现，
被组织安排到莱州驻深圳办事处工作。两年后正当他
熟悉了情况、工作有序开展时，又接到烟台市委宣传部
领导的电话，征求意见让他重返新闻岗。这让他陷入两
难选择，一方面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多姿多彩
的时代风尚诱人留恋，一方面兆安那颗为新闻奉献的初
心在呼唤他。几经犹豫，他最终横下一条心，重返新闻
阵地，干起本行。

2001年，新世纪的启始年，兆安重返新闻岗位，挑
起了烟台电视台分管新闻的副台长重担。人生能有几
回搏，这一次转折对兆安是挑战，是考验，更是一种机
遇，有机会迈步跨入电子媒体领域，经受新的实战锻炼。

报纸与广播，虽然都是传统新闻媒体，隔行不隔山，
但终究是两个行当，有着不同的路数，从采编、传播方式

到受众，都需要重新摸索规律，重打锣鼓另开张，从
头做起。

正所谓“工贵其久，业贵其专”。之前多年
的新闻实践，为兆安投身新领域打下了坚实
基础。恰如兆安自己的切身体会“我的成长
轨迹，也充分彰显了攀登的力量，能将‘不
可能’变成‘可能’”，这是他从农村“土记
者”跃升到高级编辑的力量源泉。

如果说报纸、广播、电视是传统媒
体，那么网络媒体的新闻网站，则是第四媒
体，是新闻传播的全新领域，从传播方式到受
众，都是老新闻工作者遇到的新问题。邓兆安
不仅遇到了这样的新问题，而且创办了第四媒体“胶东
在线”。

兆安的人生前进路上，总是机
遇与挑战同在，不断接受新的考
验。而兆安也总能勇于挑战，敢于
尝试，永不停步，一往无前创造新
成果，实现人生不断超越，变难为
易，勇攀事业的高峰！

2003 年，邓兆安率先创意推
出了《网上民声》栏目，开了中国
网络问政的先河，接着他又推出
《网上问法》《网上问诊》等系列品
牌栏目，创造了享誉业界的“胶东
在线观象”，这也让兆安成为了业
界名人。

正如兆安的实践体会“登攀让
人自强不息”，他在新闻创新路上不断设立心中的“珠穆
朗玛”，敢于登别人没有登过的山，走别人没有走过的
路。而这种攀登的力量，来自他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无限
热爱，来自他对新闻工作精益求精的品牌意识。

“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永远是新闻工作者，特别
是新闻领军人物的工作要领和准则。而出新点子，善
于策划，更是推出新闻精品工程的前提条件。邓兆安
精于此道，从而成为一个合格的新闻领军人物和带头
人。他有着不寻常的新闻敏感头脑，有用不完的点子，
总是对社会问题先知先觉，善于发现新事物，并能挖掘
闪光点，从而带领他的团队紧跟时代步伐，不失时机地
推出新典型，创造新经验，推出一个又一个精品工程。
他和他的团队对烟台上世纪90年代烟台社会服务承诺
制的系列报道，对刁娜的典型报道，策划绿色中国公益
活动、倡导绿色出行、低碳消费等系列报道，都是紧跟
中央部署，踩着时代的节拍前行，有高度的新闻嗅觉，
敏锐的新闻目光。

总而言之，对于邓兆安来说，长江韬奋奖，是对他
40年新闻生涯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肯定和嘉奖，是实至
名归！

我游览过不少名山秀川，其
中，胶东昆嵛山给我留下的印象
颇深。昆嵛山不仅是道教名
山、文化名山、历史名山，而且
还是胶东的革命摇篮。上世
纪50年代，著名作家冯德英

的小说《苦菜花》《迎春花》《山
菊花》就是以昆嵛山革命斗争

为背景而创作的，讴歌了胶东儿
女的爱国情怀与坚强斗
志，鼓励着一代又一代
人奋斗不息，故事情节
我至今难忘。

怀着对“小苏区”昆
嵛山的景仰，2021 年深
秋，我应邀和朋友一起
来到昆嵛山，那里的秋
色 秋 韵 ，令 人 心 旷 神
怡。那时正值秋冬交
替，下过霜后，草和树都
有了鲜明的个性。

最惹人注目的应该
算是银杏树了。我在一
条崎岖的山路上发现，
几棵百年银杏树站在两
侧，高大、伟岸。有的树
叶片还绿着，而有的则
满 冠 披 上 了“ 黄 金
甲”。随着微风的轻
拂，金色的叶片不时发
出飒飒作响的声音。我
抬起头，从风中接过一
片叶子，放在鼻前，一股
淡淡的清香飘来，沁人

心扉。我跟随着一批外地游客，沿着崎岖不平的
一条山路向上走去。山路两旁的树依然是容光焕
发的，让人流连忘返。

昆嵛山山势陡峭险峻，奇峰异崮星罗棋布，沟
壑犬牙交错，有大崮、小崮、招风崮、枪杆崮、苍山、
老铁山等72峰，形成了奇峰林立的壮丽景观。山
势绵延、磅礴，峰峦叠翠，谷深林密，古木参天，多有
清泉飞瀑，遍布文物古迹。

忽然一只小鸟落在了眼前一棵已经落了叶的
树枝上。小鸟看看这瞅瞅那，不时鸣叫，满身色泽
靓丽的羽毛与身后的深秋景色合二为一，真是一幅
绝妙的画卷。

昆嵛山无染寺里，有一个“帷幄洞”，洞高约1
米，深约2米，洞内阴暗潮湿，石壁上挂满水珠。当
年于得水率领游击队智取界石，战斗取得了胜利，
可是他的腹部中了2枪，先是在一位老乡家养伤，
伤势稍微好转后，怕连累老百姓，便来到昆嵛山无
染寺北面的一个山洞里，一边养伤，一边组织发动
武装斗争，山洞故名“帷幄”。

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刚到延安，我就知道昆嵛
山，知道于得水……”这是因为在土地革命后期，江
北地区仅存有两支红军队伍，一支是陕北刘志丹领
导的陕甘边红军，另一支就是于得水率领的昆嵛山
红军。

1931年起，昆嵛山脚下的党组织就迅速发展，
昆嵛山一带成了胶东的“小苏区”。胶东特委在这
里诞生，胶东革命武装、胶东兵工在这里发祥；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胶东规模最大的农民武装斗争“一
一·四”暴动在这里爆发，中国北方沿海唯一的一支
革命武装“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在这里诞生，并成长
壮大为革命军队的“活力源”。1937年12月，经历
了血和火的考验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继续发展壮
大，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
军，发动了威震全国的天福山起义，在雷神庙打响
了胶东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以昆嵛山为辐射，胶
东地区的革命斗争迅速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整个
胶东半岛。从这里，走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
31、32、41四大主力集团军，一批又一批作风顽强
的胶东子弟兵成长起来，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
功勋。

为了将昆嵛山胶东革命摇篮继承好、发扬好，
弘扬“小苏区”精神，昆嵛山国家森林公园先后在岳
姑殿景区恢复重建了“一一·四”暴动策源地旧址，
在无染寺景区建成了“一一·四”暴动指挥部、“一
一·四”暴动展馆、“昆嵛山革命纪念馆”。

昆嵛山是个天然生态博物馆，动植物资源丰
富，植物品种达千余种，有狼、梅花鹿等兽鸟200多
种。有北国的红松、南疆的刺杉、千年树龄的杜松、
古银杏和300多年树龄的北方玉兰王，森林覆盖率
达82%。春天，这里芳草茵茵，山花烂漫；盛夏，这里
浓荫蔽日，瀑布纵横；金秋，这里漫山红遍，层林尽
染；隆冬，这里万里飘雪，银装素裹。我站在昆嵛山
的高峰，放眼峰下，群山叠翠，蓊郁苍茫，连绵不绝，
一切的美好尽收眼底。

巍巍昆嵛，她是胶东人民不屈的脊梁；
郁郁昆嵛，她是祖国伟大与昌盛的见证！
昆嵛山，太美了！

现时的人们，早已习惯了打电话、发短信、用微
信，如果谁能收到一封手写的信，恐怕要成为“天字
第一号”新闻。

在从前的手写信时代，人们相互之间鸿雁传书，
报告了平安，表达了祝福，传递了情思，也发生了一
些有趣的事儿。

先讲一个“祝您身体如牛，精神如猴”的故事。
叔伯二叔年轻时曾经在舟山群岛

当海军。因为是从一中去当的兵，在当
时的部队里算是“小知识分子”，学个航
海计算啥的自然不在话下。但是新兵
训练紧张又艰苦，二叔私底下嘀咕“进
了魔鬼训练营”，体重也减了好几斤。

一天，二叔训练之余，趴在床上给
远在家乡的父母写信。当兵的往往报
喜不报忧，他说自己在部队一天三顿
饭，顿顿有鱼肉，来了几个月胖了20斤，
等等。但实际上大风来了给养跟不上，
他们困在小岛上，有的时候连盐水煮黄
豆都吃不上。又想起了胖墩墩的营长
对新兵蛋子的训话：“同志们啊，在部队
你就是好好吃饭好好训练，大米不熟你
也吃得下去，吃饱拉倒。”写着写着眼泪
像断了线的珠子“啪嗒啪嗒”地滴在信
纸上，三行字被洇得分不清米和豆。再
也写不下去，索性抱起脸盆假装洗衣服
跑进连队水房，把门一插嚎哭一顿，半
个小时后回来把原先被泪水打湿的半
截信撕了重写。

尽管自己备受精神折磨，但还是
不忘在末尾写上一句“祝父母大人身
体如牛，精神如猴”。这句话虽然在语
法上没毛病，但作为对长辈的祝福语
有点不太严肃。后来，这句话不知怎
么被传了出来，在村子里几乎成为经
典，时不时被拿来取笑几句。如今，二
叔年逾古稀，子孙满堂，不知这句话将
来会不会继续传下去，他的重孙子会
不会学着他的样儿，也返璞归真地给
他写封信，末尾用斗大的字写上“祝太爷爷身体如
牛，精神如猴”呢？

还有一个“我有sweetheart了”的故事。
那时我们邻村有个姑娘，人长得浓眉大眼，嘴巴

也挺甜，学习在班里属中上游水平，却不善于考试，
一上考场就发蒙，光初中就上了五六年，终于“水多
了泡倒墙”，考上了沈阳的一所黄金学校。

报到的第二天下午，她就被好事者封了个“校
花”的雅号，引来众多粉丝围观。几个星期下来，一
帮青涩小伙搜肠刮肚地给她写情书，上课昏昏欲
睡，下课忙约会，荒废了学业，有几门课老是不及
格。被黄牌警告过后，才捧起书本“开夜车”，勉强

过关。姑娘对这些自作多情者完全不“感冒”，最后
把一个只是给她买过一次饭票的大连穷小子纳入
了考察范围。春节前姑娘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中间
夹杂着一个“sweetheart”。她的母亲虽说是一位幼
儿教师，但仅仅会教个英文字母歌，还是跟年轻的
教师现学的，至于“sweethear”是个啥玩意，把信纸
正着看反着看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个啥名堂。无奈

之下，老母亲只好把信拿给上过高
中的邻居看。那个时候都是应试
英语，上完研究生可能连个化肥袋
子都看不懂，传来传去，这个“密
码”被一个刚从教师进修学校毕业
的英语老师给破译了，原来姑娘在
学校有心仪的对象了。

我在军校的同班同学也在写
信问题上留下了一个典故。那时
他刚接到金榜题名的通知，就火烧
火燎地给在大连理工学院上学的
初中女同学用俄语写了一封信，显
摆自己鲤鱼跳龙门的同时，隐含着
追求对方的意思。我这同学也是
来者不善，1米95的个子，篮球场
上左冲右突，堪比当年的穆铁柱。
据他自己讲，入学身体复检量身
高，医务处那根尺子都不够长（只
到1米9），那个忽闪着水汪汪大眼
睛的美女护士说，干脆你自己报个
数吧。他脚大买不到合适的鞋，常
年穿着自己从家带来的运动鞋，每
次院里军容风纪检查都会对他网
开一面。

信发走后，他表面上若无其
事，实际上恨不得对方的信插上三
根鸡毛飞到他的床头柜上。结果
一等等了一个月，内务值班员才把
带着芳香的信交给了他。他立马
像鸵鸟似的跑回宿舍，用小剪刀小
心翼翼地把信封剪开，唯恐把对方
的来信剪掉一个标点符号。信纸

有两页，叠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块，看来这姑娘也接
受过军训。待完全打开后，我这同学傻眼了，密密
麻麻的全是俄语，除了标点符号没一个他认识的。
大家伙闻讯后好好奚落了他一顿。他眯缝着双眼
说，俺们那嘎达初中学俄语，高中学英语，而且那三
年学的是基础俄语，学的那点东西早就就着馒头吃
下去了。被人这么捉弄一顿，他算彻底老实了，把
信锁在了床头柜里。

结果，一个月后，姑娘又用汉语给他回了一封
信，读完之后才明白，姑娘知道他看不懂，翻译了第
一封俄语信，末了郑重声明：“大张，不要跟我里格
楞！”还印上了一个红红的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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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韬奋奖获得者邓兆安的闪光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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