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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与《科教新报》结缘20年。
2002年我在乡镇教育办工作时与之初

识。2009 年调任县教育局办公室，成

为其麾下正式通讯员。20 年来，我饱

含着对《科教新报》的一往深情，用“叠

纸千卷、耗墨百升”的执着，将我的青

春书写在她的历史里。每逢铅印成章

则是对我付出的肯定与激励。从小稿

件第一次刊报，到累计发稿近百篇，其

中千字以上长篇通讯还有不少，我达

成了“为阅己者容”到“知音如故”的收

获。2018年个人被评为优秀通讯员。

知心，从记者的敬业精神映照人生
价值。谈及记者王燕，办公室的同志异

口同声称赞，她是我认识的最敬业的记

者之一。2018年8月13日，正值酷暑炎

夏，为了报道我县改革开放40年教育之

变化，她只身来到我县。采访学校大多

在七八十公里外的山区学校，她连续三

天深入一线与校长、老师座谈，还步行

数里山路去看望贫困的学生。她对稿

件负责，每次采写的稿件都发给我审

阅，讨论素材运用、新闻眼，如此敬业让

我深为感动。与其交流渐多，我看到了

她对生命有着昂扬挺拔的姿态，旁人均

会润物无声被感染。贡献越多，人生就

越有价值，越有意义，越有深度。如此

契合，到达彼心。

知势，行进在教育的春天里。在

阅览室里，一叠叠《科教新报》整齐放

在柜架上，差不多 10 年有余了。为了

找到以前的文章，我在翻阅时不断地

勾起恍然隔世的记忆。2009年1月14

日头版刊登的是时代副省长郭开朗在

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当

时“上学难”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推进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成为新闻

宣传的主旋律。2012年5月我借调省

考试院办公室，亲身经历了对阳光高

考政策的修改完善，以及新高考改革

的研究。6月，《科教新报》时任记者杨

元崇与办公室联系作了相关报道。时

隔十年，我惊喜地发现，曾让人焦虑，

甚至深恶痛绝的教育不公问题正在一

一根除，曾经薄弱不堪、简陋不已的教

育基础正在焕发新颜，教育优先战略

真正成为地方党政首要工程，尊师重

教深入人心，教育发展迎来了更加美

好的春天。

从教 21 年，获得大大小小

近百项荣誉。在样式不一的证

书、奖状中，有一张让我颇为自

豪——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科教

新报社 2018 年度“十佳通讯

员”。

从2008年到2016年，因为

写通讯稿一不怕丑（被同事

笑），二不怕被吼（被编辑退

稿），陆续在各级媒体发表了近

百篇稿件。靠着渐渐积攒的小

名声。2016年调到了教育局办

公室，干上了三位一体（屏幕、

键盘、鼠标）、三餐无味的“材料

汪”。虽然每天工作任务繁重且枯燥，但

只要是创写通讯稿，就会特别来劲，特别

投入。

2018 年 9 月 3 日，秋季学期刚开学，

《科教新报》的采访组来到邵东。虽是人

生初见，但当双手紧握在一起时，却如同

家人重逢的亲切感，没有一丝违和。

整整两天，陪同记者入校访谈校长、

教师，和家长、孩子交流，我们之间也熟

稔起来。那次采访后，我作为通讯员被

署名的《邵东：让教育回归纯粹》，刊发在

2018 年9月12 日《科教新报》“改革开放

40年 教育强省看邵阳”系列报道的头条

位置，让我们邵东的“纯粹教育”蜚声三

湘四水。

虽然现在已到基层单位工作，但对

教育宣传仍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参与，

在斫曹还组建了“宣传小分队”，和同事

们为教育宣传同向同行。衷心希望，我

们这“一家”，永远相知相伴。

我是一名有22年“工龄”的教育系

统老通讯员，至今已收录了 5 本 A4 日

记本共1600余条纸媒新闻。2008年10

月30日，一篇小“豆腐块”新闻与《科教

新报》“相识”。14年来，《科教新报》是

我新闻写作成长的良师益友。我也和

编辑记者老师从网上“神交”到共同采

写，一路相知相惜，结下了深厚的友

情。

有人把我们这些基层通讯员冠名

“土记者”。我觉得这个“土”字定语得

太恰当不过，除了代表不是专业人，还

有新闻带有泥土新鲜的味道。这不，

许多校长和老师都说读我的新闻现场

感强、“接地气”。

20 多年的业余笔耕，我受教最多

也体会最深的心得是“‘接地气’的新

闻是靠脚板‘跑’出来的”。我和《科教

新报》编辑记者彭静相识，缘于2018年

3月采写皂市送教小分队的事迹。

四年来，我和这位年轻的编辑记

者从原来开口互叫“老师”到现在“老

哥”“妹儿”相称，是因“新闻”相知相

惜，也用实际行动收获了“跑”新闻的

同频共感。往往一个新闻要跑上大半

天甚至一天，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每一次出门，都是沉甸甸的收获。我

们共同挖掘采写了《7名教师背着背篓

送教材》《卓德刚：大山深处撒播希望》

《铺砖叠瓦搭建求学路》等20多篇有影

响的稿件，宣传石门教育工作特色，弘

扬典型人物精神。2021年12月，扎实

采访 6 天的《石门校园足球凭什么出

圈》一文刊发，被人民日报客户端、新

华网、中新网、学习强国、湘微教育等

媒体转发。

知音 知心 知势
岳阳县教育体育局 刘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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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气”的新闻是“跑”出来的
石门县教育局秘书室 覃业彦

2021年，我国有一系列重磅教育政策相继出台：“双减”政策落地，《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施行，化解县中发展困境的“县中提

升计划”实施等,每一项改革创新，都为贯彻教育新发展理念、构建教育新发展格局、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湖南的教育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教新报通讯员身处教育工作一线，在报道湖南教育探索实践、宣传责任担当、展示先

锋风采、交流创新经验等方面不懈努力，创作了一大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丰富了本报报道内容，促进了本报更好地发挥

行业交流平台的作用。为鼓励写作与创优，特评选出2021年度《科教新报》十佳通讯员和优秀通讯员。

画好同心圆，奏响教育最强音。科教新报的通讯员对教育宣传工作有很多想说的话，也有很多背后的故事。

十佳通讯员
（排名不分先后）

黄军山 长沙市教育局

郑奕 株洲市教育局

阳静 邵阳市教育局

李青 永州市教育局

黄建锋 郴州市教育局

向丽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育

和体育局

雷国红 衡阳市教育局

陶金生 安化县教育局

覃业彦 石门县教育局

卢燕 洪江市教育局

优秀通讯员
（排名不分先后）

贺利华 长沙高新区明德麓谷学校

何牧 湖南省人民政府直属机关第

二幼儿院

黄红毛 宁乡市教育局

杨宁 长沙县教育局

潘志强 浏阳市教育局

袁彬砚 岳阳市岳阳楼区教育局

刘成文 岳阳县教育体育局

童丹平 平江县教育局

张琼华 岳阳市云溪区教育体育局

张菊涛 华容县教育体育局

黄伟力 常德市教育局

蔡辉武 常德市鼎城区教育局

万绍年 临澧县教育局

谢辉 津市市教育局

张静 安乡县城东小学

杨中奇 娄底市教育局

文迪光 涟源市教育局

舒健康 新化县教育局

王正耀 双峰县教育局

杨赟 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

唐世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

杨乐乐 蓝山县教育局

刘贵雄 新田县教育局

蒋克青 道县第二中学

林满仔 江永县教育局

盘海军 双牌县教育局

刘运 东安县教育局

郑会军 宁远县教育局

曾浩 沅江市教育局

文兵 桃江县教育局

贾舒专 南县教育局

廖仁东 郴州市北湖区教育局

欧志强 宜章县教育局

付跃飞 桂阳县教育局

曾建军 永兴县教育局

陈菲菲 怀化市教育局

蒋五 怀化市鹤城区教育局

聂方勇 麻阳苗族自治县教育局

杨学松 中方县教育局

龙俊杰 会同县教育局

熊佳丽 溆浦县教育局

张小明 辰溪县教育局

粟勇主 通道侗族自治县礼雅小学

匡顺华 耒阳市教育局

周国安 衡山县教育局

雷运成 常宁市教育局

谭震林 衡南县教育局

王博林 茶陵县教育局

邱道芳 醴陵市教育局

李晓岚 攸县教育局

徐湘果 邵东市教育局

张二健 武冈市教育局

刘纪新 新邵县教育局

肖巨石 新宁县教育局

周国华 隆回县教育局

曾思思 邵阳县教育局

冯静 湘潭县教育局

王三财 湘潭市雨湖区教育局

宾国恒 湘潭市岳塘区教育局

谭镇 张家界市教育局

周良勇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教育局

陈鹏 新晃侗族自治县米贝苗族乡学校

张建全 慈利县教育局

向国军 桑植县教育局

龙志先 凤凰县教育和体育局

谭必武 吉首市教育和体育局

向思燕 龙山县教育和体育局

黄进 永顺县教育和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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