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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兴（宁陵县县委书记）：宁陵农业
有“三宝”：酥梨、花生、白蜡条，这“三宝”都
和一辈子都在种树防风固沙的老坚决潘
从正有关。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坚决
成为豫东大地上和焦裕禄齐名的全国典
型，十个优秀共产党员之一。他是绿色宁
陵的先行者，生态宁陵的奠基人；他是全
国林业生产责任制的首倡者；他发明的立
体防风固沙模式推广世界 20多个国家和
地区，其事迹曾载入中小学教材。《人民日
报》评价老坚决精神“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是党和国家的至宝”。

老坚决精神概括来说就是“缀网劳蛛”
的精神，细化来讲就是“心系百姓，艰苦创
业，敢为人先，百折不挠，无私奉献”的精
神。老坚决精神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
土，反映了火热建设年代人民改天换地的
精神风貌；既体现了共产党人远大的理想，
又体现了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既体现了
党性的崇高，又张扬了创新的精神，具有博
大精深的内涵，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普遍
的意义。

老坚决精神体现了振兴中华民族的时
代要求，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体现了
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习近平同志指
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

信仰。老坚决潘从正以一生的奋斗践行了
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从他身上我们看
到了共产党人无坚不摧的力量，这种力量
就是信仰的力量、榜样的力量。“老坚决”精
神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越是改革开
放和发展越要弘扬“老坚决”精神。

张同德（新华通讯社—郑州大学穆青
研究中心研究员、商丘日报原主任记者）：
在宁陵，我曾采写过潘从正、王利申、高国强
等典型，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老坚决。“勿
忘人民”是穆青的信条，他采写的“十个共产
党员”等典型，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典范；而老坚决“缀网劳蛛”的精神，则是为
了治理风沙、造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这一党的宗旨，促使穆青和“老坚决”结成
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穆青四次走访老坚决，深入采访，写出
了长篇通讯《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散文
《心上的树》。1989年，老坚决去世，穆青流
着泪亲自为这位老朋友撰写了碑文。穆青
同志挖掘新闻的方式，为如今的新闻工作
者提供了学习的榜样，为今后如何更好地
进行走转改提供了范本。

宁陵老坚决故居里的碑文、友谊树等
实物，便是打造新闻工作者教育基地的难
得教材。新华通讯社—郑州大学穆青研

究中心已在老坚决故居设立研究基地，郑
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商丘新闻界也已在
这里挂牌。相信宁陵县会顺势而为，与新华
通讯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等联合，将
这里打造成名扬全国的新闻界教育基地。

盛朝新（永城市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河南省范仲淹研究会理事）：穆青精神的核
心就是“勿忘人民”。穆青对老坚决潘从正
的新闻报道，正是穆青精神的一贯体现。穆
青情系人民、扎根人民、服务人民，“勿忘人
民”精神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敬业负责、
勇于担当、传播正能量；新闻必须客观公正，
讲实话、讲真话；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为群
众忧患鼓与呼，为先进典型鼓与舞。

老坚决潘从正是宁陵人，他在平凡的生
活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是绿色宁陵的
先行者、生态宁陵的奠基人。老坚决精神的
实质和内涵主要有：艰苦奋斗，吃苦耐劳；锲
而不舍，持之以恒；知难而进，勇于拼搏；无私
奉献，敢于担当；敢于作为，勤于作为。老坚
决精神的时代价值：政治价值，党员干部学习
的榜样；思想价值，老坚决精神已经成为巨大
的精神财富；文化价值，廉政文化的内涵和底
蕴，是红色文化的教科书之一。

穆青与老坚决精神的交汇，谱写了一
曲时代的经典赞歌，为新闻工作者树立了

学习的榜样，指明了方向。这启示我们，宁
陵老坚决干部学院的建设势在必行，既有
迫切性，更有必要性。

马学庆（宁陵县志办主任）：一位老人
是新华社原社长穆青，另一位老人是老坚
决潘从正。两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因为彼
此心中都有一颗造福民众的信念，于是走
到了一起。穆青老社长第一次采访“老坚
决”时，那年潘从正 63 岁，他 44 岁正值中
年；当穆社长第四次访问宁陵看望“老坚
决”时，潘从正已是 84岁，他 65岁，已成老
人。两位老人的情缘因树而生，可以概括
为：酥梨缘、樱桃谊、泡桐情。

一种精神是“勿忘人民”，另一种精神
是“缀网劳蛛”。两种精神将世世代代激励
着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在构建和谐社会
的道路上生生不息。

穆青老社长以“勿忘人民”的精神留
下了一篇篇传世的佳作。老坚决潘从正
用“缀网劳蛛”的精神，用生命筑起一道绿
色长青的丰碑。穆青“勿忘人民”的精神
和老坚决“缀网劳蛛”的精神，具有时代的
标杆价值，是两名优秀共产党员一生命运
的缩影和光辉形象的真实写照，充分体现
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扎根基
层为民生的根本宗旨。这种精神的正能
量标杆，闪耀着时代光芒，是鼓舞共产党
员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强大思想动力。

至今，我们对两位老人的怀念和感恩
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推移而有丝毫的褪色和
暗淡，他们是在民众和党员干部中留下永
恒印记的人，具有时代的生命价值。

老坚决精神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让 穆 青 与 老 坚 决 精 神 代 代 相 传
——穆青与老坚决精神全国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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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带雨香满城，梨乡宁陵迎客来。为进一步弘扬老
坚决“缀网劳蛛”精神，重温新华社原社长穆青与老坚决潘
从正在采访过程中结下的深厚友谊，4月8日、9日，穆青与
老坚决精神全国学术研讨会在酥梨之乡宁陵隆重举行。
来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河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商丘师范学院和永城汉文化研究会等单位
的知名专家学者，新华社河南分社、人民日报河南分社、广
州日报社、大河网、商丘日报社等新闻媒体资深编辑记者，
商丘市有关领导干部，宁陵县四大班子领导干部，穆青和
老坚决潘从正家人等近百人共同参加。会上，大家畅所欲
言，围绕穆青与老坚决精神展开深入研讨，提出了很多建
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此次研讨会由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主办，宁陵县
委、县政府承办，广泛收集到各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人士
对进一步挖掘、弘扬老坚决精神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取得
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为宁陵县筹建老坚决干部学院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对策，也将对宁陵县经济社会发展、红色文化
传承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报特对部分参与研讨人
员的发言进行摘编，以飨读者。

董广安（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穆青研究中心主任）：去年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
话时，脑海里一直闪现的是这些年来追寻
穆青、学习穆青、研究穆青的画面。从2004
年起，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穆
青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的研究。我们今天
追忆“勿忘人民”的人民记者穆青与“造福人
民”的植树老人潘从正，重温因为“人民”二
字，结下的一生友谊，留下的世纪佳话和新
闻界永远值得学习的榜样，意义非凡。

穆青一向主张讴歌时代精神、以正面
报道为主、新闻报道要顾全大局、有利于
安定团结的思想，其实就是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理念在新闻实践中的应用。事实
证明，他一生的新闻实践都在全力维护着
新闻的生命线。“勿忘人民”是穆青说得最
多、题词最多的四个字。他认为当一个好
记者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对人民有深
厚的感情，他长期在河南农村建立调查研

究基地，和他的诸多采访对象保持着长达
几十年、甚至贯穿一生的情谊。潘从正老
人是与穆青交情最深的一位采访对象。

我们不能要求今天每个记者都像当
年采写焦裕禄那样，在兰考一蹲就是一个
月甚至更长时间，我们也不敢保证我们报
道的典型人物都能像焦裕禄、潘从正那样
影响几代人。但是，今天我们的新闻事业
仍然需要大力弘扬“穆青精神”：热爱祖
国、“勿忘人民”的民族情感；顾全大局、立
场坚定的政治觉悟；实事求是、扎根基层
的工作作风；“堂堂正正、别无所求”的高
尚情操，仍然值得我们媒体人坚守、传承
和弘扬。

李惊雷（穆青研究中心副主任）:2014
年6月，新华社与郑州大学签约共建穆青研
究中心；同年12月，河南省委宣传部与郑州
大学签约共建新闻与传播学院。这是中宣
部为了更好地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
育，创新新闻人才培养模式而推进的计划。

根据刘云山同志的指示，郑州大学于
2004 年 11 月 11 日批复成立穆青研究中
心。13年来，研究中心开展了重走穆青路、
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等系列的穆青新闻思想
与新闻实践研究活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
成果，成为我国唯一一个开放式研究穆青
的学术机构，更集聚了一批研究穆青的雄
厚力量。目前，穆青研究中心的影响力在
不断拓展和深化。

今天，穆青研究中心与宁陵县委、县政
府共同举办这次学术会议，打开了穆青研
究的新思路、新形式，为今后合作研究打下
坚实基础。

乔云霞（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
授、新闻界人物研究所所长、郑州大学穆
青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特
约理事）：穆青笔下的老坚决，用自己的百
折不挠和艰苦奋斗，让昔日风沙盐碱地，
变成了绿色遍野的新农村；以心血和汗
水，以“缀网劳蛛”的精神为百姓和后人

撑起一方绿荫；诠释着在困难面前不低
头，不忘初心，继往开来的民族精神。

穆青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杰出的受
到人民爱戴的名记者、新华社社长，他写的
潘从正，植树造林，使2000亩风沙地变成良
田，是千真万确的可以看到的事实。他的
报道引起了党和人民的广泛关注，掀起了
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的热潮。保护环境，现
在已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共同行动。

中国先贤历来倡导、实践一种先忧后
乐、鞠躬尽瘁、不屈不挠、自强自立的精
神。潘从正的革命精神，浩然正气，是我
们民族的骄傲，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至宝。
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
却几度衰微几度崛起，巍然自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靠的就是这种艰苦奋斗、自强不
息的精神。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为实现民族伟
大复兴，在整个 20世纪一直是中国无数志
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一直是时代潮流
中的突出主题。时代在前进，传播方式随
着科学技术发展和提升，发生了巨变，现在
随着手机的广泛使用，有手机就有话筒，就
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传播。但是，穆
青精神，老坚决固沙造林、保护人们生存环
境的故事要继续传承。

穆青与老坚决精神需要传承发扬

核心提示 〉〉

与会人员到老坚决潘从正墓前祭拜敬献花篮。

参加完祭拜仪式后，与会人员一起参观老坚决故
居，追寻穆青与老坚决的深厚友谊。

为纪念穆青与老坚决的情谊，穆青亲属代表穆晓莉
等向宁陵县赠送珍贵文献——穆青亲笔为老坚决书写的
碑文。

与会人员集体合影。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高会鹏摄

研讨会上，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郑州大学穆青
研究中心分别向宁陵县授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训基
地、新华通讯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基地匾牌。

赵德润（国务院参事室新闻顾问、中央文史馆员、《国
是咨询》 总编辑） :这次学术研讨会是对穆青“勿忘人民”
精神与老坚决“缀网劳蛛”精神融合研究的一次高规格、高
水平学术盛会，拓展了理论创新的时空维度，具有重要的历
史价值和社会价值，成果丰硕，意义深远。建议当地党委政
府要传承和发扬穆青与老坚决精神，争取把穆青与老坚决精
神的品牌打造好、发挥好、利用好，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
业、推进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原动力。

丁柏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原系主任、教授、博士生
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主持人）：这个研讨会创意
好、主题佳，是一个由政、学、研联手主办的学术会议，这
是一个可以从心灵和学理上获得双重收获的学术会议。参观
老坚决故居，聆听了关于他艰苦植树造林的故事，精神受到
了熏陶，灵魂经受了洗礼，老坚决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理
想信念课、“两学一做”的党课。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梨花开起来容易、
赏起来很漂亮，但老坚决栽梨树却历尽磨难。潘从正干的活
是栽树，但意义并不局限于栽树；潘从正的故事是励志故
事，但其价值远远超出励志。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体现“坚决”且“老”的本
色，老而弥坚的本色，他一生就做一件事：种树，他把这件
事做到了极致；体现造福后代、利国利民的本色。潘从正是
一位没有背景、没有来头但感人至深的平民英雄，坚韧、坚
毅、坚强，他是民族的脊梁。

对记者楷模穆青和平民英雄潘从正进行研讨，我们可以
获得诸多启示——看得准：一代农民的风范；耐得住：从发
现到报道潘从正，时隔 14年，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挖
得深：先后采访过 2次，到基层、到现场进行深入细致采
访，至今不过时；贴得近：婉拒县委邀请，不住招待所，而
是和潘从正住在一起，结为挚友。

解国记（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原总编辑）：十多年
前，我曾在穆青研讨会上作过一个题为《“第一课”和“最
后一课”》的发言。第一课指的是1985年9月，穆青来河南
分社讲了一番话：我感到我们这个队伍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
——不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而是把钱放在第一位。这样下
去，我们可以出万元户、出罪犯，就是出不了名记者。“最
后一课”指的是，穆青去世一周年前夕，我了解到他丧葬后
存款只剩800多元。

现在来看，“最后一课”这话说早了。宁陵重温穆青老
坚决精神，亲见商丘、宁陵县市党政领导、穆青研究中心
及各地专家学者，努力研讨弘扬传承其事迹精神的举动，
再次触动我的心灵，冥冥之中觉得穆老还在给我上课，这
堂课又让我想到很多东西，其中一点就是融媒时代的应变
与坚守问题。

过去的单一媒介，分化了大脑接纳信息的感官；融媒
时代的全媒体，重新满足了人体感官的综合接收功能。但
新闻工作者应该坚守什么？当然是“勿忘人民”，是像穆青
为代表的记者，与和老坚决为代表的人民那样，心与心地
交流。这个坚守必须毫不动摇，像老坚决种树那种缀网劳
蛛般地坚守。

来到宁陵大地，眼观一望无际的梨花，看老坚决故居、墓
地，耳闻酝酿中的“老坚决干部培训基地”等，我联想到了“忽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梅花香自苦寒来”。

禹建强、王荟萃（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五年来，新闻传播领域经历了巨大变革。穆青与农民的情
谊，被称为“穆青现象”、“百姓情结”。在穆青报道过的众
多普通百姓中，老坚决与穆青结下了深厚友谊。穆青四次前
往宁陵，采访并看望老坚决。此外，两人平日里还保持着书
信往来。1986年，穆青在最后一次看望老坚决时，二人在老
坚决房前合栽了一棵泡桐树。老坚决去世后，穆青更是两次
为他撰写碑文，纪念、缅怀这位为宁陵绿化荒沙奉献一生的
植树英雄。

回望穆青的新闻采访经历，穆青从来没有离开过脚下的
大地，没有离开过实地求证和深入基层。试想：如果穆青没
有多次前往宁陵与潘从正同吃同住，如此立体、真实、鲜活
的河南农民老坚决又怎能跃然纸上？

从《人民记者穆青传记》中可以发现，除了典型人物
外，穆青还采访报道了很多诸如老坚决一类的小人物，以其
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面貌感动了一众读者。穆青把人民群
众视为尘封土埋的明珠，于是他发现了老坚决身上的那份为
国为民为子孙后代奉献的大我精神。人民群众是新闻报道的
主体，也是新闻报道永不枯竭的源泉。

我们在21世纪探讨穆青与老坚决，很重要的一点是探讨
在急速变化的新闻传播领域，如何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挖
掘新闻价值，全面、真实地反映群众生活与社会变迁。对照穆
青，审视、反问当代记者心中是否装着真实、装着群众、是否把
群众作为报道主角，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穆青与老坚决
共同的“为民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