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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安 行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４日至２１日，中宣部、新闻战线 “三项学习教

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１００名参加工作３年以内的中央主要
新闻单位和新闻网站的编辑记者，到革命圣地———延安进行采访和

体验生活，与基层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基层干部群众近距

离接触交流，深入了解国情和社情民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党的

新闻工作传统教育。这次活动是新闻战线深入开展 “三项学习教

育”活动的重要内容，是青年编辑记者以实际行动落实新闻工作

“三贴近”原则的一次生动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对开展新闻战线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理解，增强了做好新闻

宣传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活动得到了陕西省委宣传部和延安市

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出发仪式

在 “百名青年编辑记者延安行”
出发仪式上的讲话

中国记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　新闻战线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翟惠生

来自１８家中央新闻单位的１００位青年编辑记者在此隆重聚会，举行
“百名青年编辑记者延安行”出发仪式。作为一名长期在新闻单位工作的

新闻同行，我在你们身上看到的是青春与热情、生机与活力。仪式结束

后，你们将从被新闻界喻为 “记者之家”的中国记协出发，前往革命圣地

同时也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源地———延安，进行一次深入体验基层生

活、探寻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寻根之旅。

这次活动是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按照新闻战线 “三项学习

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由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

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联合主办的。按照计划，整个活动分两批进

行，这次是第一批。下半年，我们还要组织中央和首都新闻单位的名编

辑、名记者到基层体验生活。

选择延安作为整个活动的第一站，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延安是革

命圣地，也是党的新闻事业的摇篮。青年编辑记者到延安体验生活，既能

感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能感悟到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的发展源泉和与时俱进的巨大感召力，还能感悟到职业精神与

职业道德的现实重要意义所在，可以让新闻界的青年朋友们找到自己在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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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的差距。

组织青年编辑记者参加这次活动，主要是因为新闻事业本身就是 “争

一日之辉煌”的事业，年轻人永远是新闻事业的主力军。深入开展 “三项

学习教育”活动，就应该把今天的主力军和未来的希望作为切入点，这对

加强整个新闻队伍建设都具有重要示范作用。

在延安期间，大家将有３天时间分住在安塞县的１０个乡村，与当地老
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安塞曾是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具有光荣的革命

历史，现在是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的联系点。

强调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形式上的要求实际上是为 “三项学

习教育”活动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服务的。大家从学校大门走进新闻单

位时间还不长，很多人生长在城市，每天的工作基本是浮在面上。尽管大

家每天都会面对各种新面孔、采访新问题，但所接触的基本上都是 “下结

论”的人或是结论性的东西。至于这些结论源自哪里，是怎样产生的，历

史沿革如何，却不甚了解。这些知识都来源于最基层，答案就在最普通的

百姓之中。所以，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让大家去寻根溯源，去寻新

闻的根，去找新闻的源。

这次活动对青年编辑记者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对于大家，我们的期望

只有一句话，就是 “深入深入再深入，学习学习再学习”。你们要与老百

姓从形式上同吃、同住、同劳动的 “三同”，转变为内心上的 “三同”。谁

率先实现了这个转变，谁就为自己将来成为一名合格记者乃至一名大记者

奠定了政治基础、业务基础、作风基础、纪律基础。这次活动成功与否，

最终将由活动的实践者———青年编辑记者自己来判定，用你们的切身体

会、真实感悟来给这次活动打分。

这次活动是２００９年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领导小

组始终认为，“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绝不是空洞的、概念化的，它必须做

到两个结合：一是紧密结合新闻采编，特别是重大新闻报道战役的实践；

二是活动的内容、形式和载体必须贴近新闻界的思想、心灵和品格。当前

形势下，开展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一定要在 “不断深化”上做文章。

“深化”有几层含义：一是理论武装上要与时俱进，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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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运用到 “三项学习教

育”活动中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融入生动的采编实践中，并体现

在所有的时政报道、经济报道、科技报道、教育报道、民生报道乃至文体

报道中；三是要针对当前新闻界存在的虚假报道、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

低俗之风、不良广告这 “四大公害”，倡导新闻工作者弘扬职业精神、恪

守职业道德。这个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记者自身与基层、百姓和生活的贴

近，而实现这种贴近的一个行之有效的载体就是到基层去体验现实生活。

在此，衷心祝愿参加这次活动的青年朋友们，不怕艰苦、深入体验，

在为期５天的活动中都能有所感悟、有所收获，希望这次经历能成为大家
一生中的永久记忆、永久鞭策、永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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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革命前辈学习　向陕北人民学习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陈俊宏

我代表 《人民日报》编委会和广大编辑记者参加今天的 “百名青年编

辑记者延安行”出发仪式，感到很振奋，也很激动。“百名青年编辑记者

延安行”活动是中央领导同志倡议的，由新闻战线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实施的，意义重大而深远。这项活动是 “三项学习教

育”活动的新载体、新内容，对于年轻的编辑记者，继承党的传统、了解

我国基本国情、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理想信念、陶冶情操，是十分

有意义的。

人民日报社有１０名青年编辑记者参加这次活动，与大家一起奔赴延
安去参观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听革命传统教育课，与基层的群众同吃同住

同劳动。人民日报按照活动的要求准备开设 “百名青年编辑记者延安行专

栏”，刊发编辑记者采访的优秀新闻稿件。人民日报 “三项学习教育”活

动领导小组对参加活动的编辑记者也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把这次活动当

成一个加强党性锻炼、接受传统教育的好机会、好平台，把向群众学习、

向实践学习变成自觉行动和内在要求。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２００６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也去过延安接
受革命传统教育，给了我心灵上的震撼。到延安以后有人说了两句话，

“宝塔篆刻着新思想，延河流淌着强国梦”。毛泽东思想是在延安形成的，

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新中国是从延安走出来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

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不懈奋斗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应当怀着一颗敬畏的

心、感恩的心，去真诚感知我们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真诚地了解陕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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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真正把握中华民族渴望富强的时代气息。我们年轻

一代应该认认真真地上好这堂必修课，参加好每一场活动，虔诚地向革命

前辈学习，向陕北人民学习，不断地丰富、充实、提高自己。

我们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给予了中华民族极好的

机遇，也给予了年轻一代极好的机遇。希望我们的青年同志们珍惜岗位、

感恩时代，在工作中不断增强党的意识，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

意识，把弘扬优秀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努力贯彻落实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为提高我们的新闻报道水平，提高我

们的舆论引导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奉献自己

的青春年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最后，祝 “百名青年编辑记者延安行”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青年编

辑记者们取得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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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感受原汁原味的延安精神
新华社　郝方甲

很荣幸成为 “百名青年编辑记者延安行”成员之一，也感谢领导给我

这样的机会，在此，和即将同行的媒体同仁们分享我行前的一些期待和体

会。

谈到延安和延安精神，就其原生形态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特

定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共同理想追求、精神风貌、思想品德、行为准则和

工作作风的精华。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延安精神在很多特殊时期又被一再

提起，激励甚至警醒了很多人。这说明延安精神已经不仅是一份普通的历

史遗产，更融汇成社会精神，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２００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我相信在这时组织我们这批青年编辑
记者到延安采访、体验生活，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来自不同的新闻单位，参加工作不到３年，是这个行业中的新
兵。在这个关键的阶段，在越来越繁忙的工作中，尚在适应工作节奏的年

轻人难免偶尔浮躁，偶尔迷茫，不确定自己的前进方向。我将此次赴延安

体验生活，理解为成长中的一场瑞雪，就像庄稼一样，只有在漫长的成长

过程中经历了冬天的那一场雪之后，不利于健康成长的 “害虫”才会被消

灭。

此次延安之行，我们同时担任三个不同的角色，分别是采写报道的记

者、接受教育的学员和延安精神的传承者。第三个角色，也就是作为 “延

安精神的传承者”，是前两者的升华，也是我们此行真正的目的所在。

新华社的一个同事曾经对我说，作为新闻工作者，温室里的玫瑰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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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也不值得骄傲，只有山谷里的野百合才有资格诉说什么是春天。相信通

过这次活动，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原汁原味的延安精神，让笔下的文字立体

鲜活起来，让我们头脑中的世界观、价值观与延安精神融合成为新的理

解，让延安精神成为我们今后工作中前进的动力。

延安精神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像一面镜子，任何时候面对它反省自

我，都会有新的发现和体会。了解过去、接受现在，我们才能义无反顾地

拥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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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
中央电视台记者　崔丽鑫

２００９年刚好是我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很高兴能和大家一
起参加这次赴延安的采访和体验生活的活动。

延安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发祥地，虽然我没去过延安，但只要一说到延

安，就倍感亲切。这次能有机会与延安老区的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能与他们那么近距离地接触交流，有助于我们了解基层群众的真正需求，

也有助于我们今后的新闻采编工作。

去延安，有一位老前辈不得不提，他就是穆青。一直以来，穆老都是

我们青年编辑记者的榜样。我也注意到，自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

来，新闻界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人物，为年轻人树起了标杆。比如被誉为

“追逐洪峰的记者”长沙晚报记者程放军和 “新时期新闻记者的杰出代

表”海南日报记者甘志远。在我们周围，爱岗敬业的编辑记者比比皆是，

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忠诚于党和人民，自

觉承担社会责任，对新闻业务精益求精的新闻职业精神；也学到了敬业奉

献、诚实公正、公正廉洁、团结协作、严守法纪的新闻职业道德。

“百名青年编辑记者延安行”凝聚着党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希望我们

早日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和价值观，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我们保证，用

自己手中的笔和镜头，采访记录下基层群众、老区群众的精神风貌和光辉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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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

百名青年编辑记者走进延安
《人民日报》记者　魏　贺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４日上午，“百名青年编辑记者延安行”活动出发仪式在
中国记协新闻大厅举行。中国记协党组书记、“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陶姿璇带领大家宣誓 　李　沛 摄

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翟惠生作动员讲话，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陈俊宏

代表参加活动的新闻单位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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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青年编辑记者延安行”活动是新闻战线深入开展 “三项学习教

育”活动的重要内容，由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

总署、中国记协共同组织。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１００名来自中央主要
新闻单位、参加工作３年以内的新闻工作者将在革命圣地延安采访和体验
生活。在活动期间，青年编辑记者们将与基层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与基层干部群众近距离接触交流。青年编辑记者们，将用稿件、博客、视

频等方式，记录所见所闻。

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以及中央主要新闻

单位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出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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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山上，延河岸边，
寻找新闻之 “根”

新华社记者　郝方甲　何宗渝　施雨岑　贾　楠

７月，细雨中的延安，庄严而神秘。
蜿蜒百转的延河水，环绕着薄雾缭绕的清凉山，潺潺流淌……

来自１８家中央新闻单位的１００名青年编辑记者，在被誉为新中国新闻
出版事业摇篮的清凉山，开始了他们的 “寻根”之旅。

他们登上清凉山，寻访延河岸，参观新闻出版机构旧址，聆听老新闻

人的教诲，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深入群众、体验生活的过

程中，追溯新闻历史，感知新闻精神，探寻新闻根源。

清凉山，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从这里走来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

凉山。”陈毅的 《七大开幕》诗，显示出圣地延安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

要地位。清凉山作为党中央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

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新闻出版单位的所在地，正义之声

从这里发出，传遍寰宇。

当年，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讴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为中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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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闻出版机构不断发展壮

大，为新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远看清凉山，葱葱绿叶覆盖着厚重的黄土，与巍巍宝塔山交相辉映。

微微细雨中，百名编辑记者在延安新闻纪念馆门前留下合影；影像内外，

“延安新闻纪念馆”７个铮亮的大字分外夺目。
“这是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７日毛泽东为新华社编发周恩来在重庆发表的声明

时加写的按语 《周恩来同志返延》”、“这是中央印刷厂的排字车间，那边

是印刷车间”……走进纪念馆，年轻的编辑记者们跟随着讲解员边走边

看，边听边问，不时拿起相机，拍下珍贵的资料和实物。

纪念馆二楼，在复原的新华社收发报室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室的

窑洞前，来自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年轻记者们分别合影留念。

“找到根了！”他们难掩兴奋之情，仿佛一群回到家的孩子。

面对宝塔，年轻编辑记者在雕像前整齐列队，庄严宣誓：我们一定继

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努力做

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新闻工作者！

铮铮誓言在清凉山与宝塔山间，在延河两岸，久久回荡……

窑洞中，寻访新闻的精神家园

在纪念馆内复原的一排窑洞前，一群年轻人或站或蹲或倚靠在石壁

上，聆听７７岁的老新闻人苏若望讲述清凉山的故事……
苏若望曾任 《延安日报》总编辑，在清凉山的窑洞里工作过整整１５

年。１９５６年，２４岁的苏若望开始了在延安日报社的工作。经历过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洗礼的老编辑记者言传身教，不仅手把手地教会他如何采访

写稿，更以延安时期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老传统深深影响着年轻

的苏若望。

苏老回忆说，那时报社常常停电，从领导到普通工作人员，都要排着

队轮流摇手摇发电机，力气大的人就多摇两圈，力气小的人就少摇两圈。

总之，一切都要保证每期３０００多份报纸的正常发行。“生活虽然艰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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