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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尚磊

他撰写编辑出版了18部书籍，在《人民日报》、《中国学术研究》、《青年文学》、《戏剧丛刊》等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6000多篇文章，总字数上千万；
他有上百篇文章在全国和省市获奖，而且登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其中2014至2016年又连年获得全省卫生计
生类好新闻三个一等奖；

就在2017年9月25日，他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激流勇进》一书，经专家学者评审再获聊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奖奖。
他经年笔耕不辍，是我市文学、新闻界的“常青树”，实至名归，可喜可贺。
他就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山东作家协会会员，《健康聊城》总编辑王长新。

心依枣乡

一枝一叶总关情
王长新年已六旬，中等个

头，微胖身材，憨厚的面庞时常
挂着朴实的笑容，有儒雅的长
者之风。他是省市业余记者的
佼佼者，曾被评为全省十佳业
余记者和全市的十佳新闻工作
者，而且早在1989年就有左建
明、姜建国老师推荐为山东作
家协会的会员，1992年就在今
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报告文学
集《沃土群英》、《来自徒骇河畔
的报告》等，成为聊城市青年作
协副主席等，他又是个多面手，
小说、诗歌、散文，新闻、理论、
评论，什么题材都写，饱尝了各
类创作的苦乐炎凉。

王长新2009年内退离岗，
责任与担当始终没有离开他。
按说辛苦了大半辈子，也取得
了不少的荣誉和成绩，完全可
以享享清福、含饴弄孙了。可王
长新总有一种站在阳光里的感
觉，不仅享受创作的成果，更是
享受创作的过程带来的喜悦，
这种实现人生价值的幸福感他
是打心眼里油然而生的。更何
况上门邀请者接踵而至呢？

他常怀一种感恩的心，感
激社会各界关怀帮助过他的人
们。“春雷激荡，催我上战场”。
因此，他先后成为和谐山东网
副总编辑，《健康聊城》、《聊城
教育》、《聊城经济论坛》等杂志
的总编辑，平均每年在作家、人
民、新华等出版社出版两部书，
而且每年都在《健康报》、《中国
人口报》、《大众日报》、《齐鲁晚
报》等报刊上发表上百篇文章。

枣乡是他魂牵梦萦的土
地。王长新出生在茌平，枣乡那
片充满灵性的土地，从远古至
今一路走来，产生了诸多英雄
豪杰，也涵养了这里的人文生
态，造就了厚重深邃的文化积
淀。从上世纪70年代的上山下
乡，到80年代进入党务工作者
大门，无论做风尘仆仆的新闻
干事，还是担任县委宣传部的
常务部长、文明办的主任，或是
县执法局的书记、局长，为了那
份沉甸甸的责任，王长新跑遍
了全县几百个大小村落、企业、
机关、学校。许多偏僻的村庄窝
铺、柴门土屋，都留有他体验世
事阴晴冷暖的足迹履痕；不少
不起眼的田间地头、学校车间
都有过他倾听乡亲们俗言俚语
的嬉笑欢声。他风餐露宿、终日
奔波，追逐着每时每刻发生的
新鲜事，他加班加点、通宵达
旦，用激情书写人生的篇章。眼
中有泪，笔端含情，正是这用脚
步丈量的民情民意，为王长新
讲述枣乡故事储备了充足的素
材，他的作品也满纸浓浓的枣
乡情、枣乡味、枣乡调。《枣乡
行》、《大风起兮云飞扬》、《内当
家的“牢骚话”》等先后在全国
全省评选中获大奖。

公职35年，离岗9年，他用
责任与担当将一位新闻人和文

学创作者的博大情怀，以及对
这片土地和父老乡亲的爱意，
践行为一组组精彩的镜头、一
行行滚烫的文字，一个个动人
的故事。离岗后，他写的第一部
报告文学就是《木都长歌》，该
书用记者的宽广视角和敏锐目
光，用文学和新闻交融的语言
及形式，从枣乡一个乡镇党委、
政府“执政为民”破题，把发展
的引擎锁定在千千万万民众身
上，通过该镇木业经济发展的
脉络，启示人们在经济发展中，
不能仅仅把目光盯在大企业、
大项目上，对那些亟待支持的
小企业更应该尽心呵护，变今
天的“小草”为明天的巨树参
天，为中国大多数仍处于市场
经济萌芽状态和从计划经济走
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乡镇提供一
个可参考的、具有一定科学价
值的范本。

接着他精心策划、巧妙构
思，编辑出版了51万字的《百强
之路》，该书以敢与强的争位
次、敢向高的攀水平、敢跟快的
赛速度为核心，他将领导的明
确新眼光、新境界、新定位、新
标准、新担当、新作为的战略定
位表现的淋漓尽致，展现了着
力聚焦创新驱动、提升产业发
展水平、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不断提高、各项社会民
生事业亮点频现、发展活力和
后劲持续增强的发展水平，为
其他县市冲刺全国百强提供了
成功范例。

挥戈跃马

一分一秒不蹉跎
离岗退休开辟人生第二个

春天。王长新十分珍惜再造青
春的闲庭信步时光，不打麻将、
不打扑克、不下象棋、不侃大
山，一心扑在毕生钟爱的新闻
和文学创作上。为了写作，他离
岗后学会了使用电脑。

王长新以笔端观察社会、
审视人生、拷问自己。离岗9个
寒来暑往，没有蹉跎，没有赋
闲，笔端流淌出的六百多万纯
情文字，既为全市探索欠发达
地区跨越赶超的路径，也全景
式记述了市委、市政府以宽阔
的视野看发展、求发展、谋发展
的气势与胸怀，详尽而富有豪
情地记述了水城儿女在跨越赶
超攻坚战中感天动地的大智、
大勇、大谋，热情讴歌了运河古
都广大干部群众发扬“干、拼、
抢、精、准、实”的精神，攻坚克
难，锐意进取，无私奉献的风
采，改写着聊城发展的高度和
改革的深度……更为后来者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

先后获得全市第十一届
“文艺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奖的
报告文学《初战告捷》、第十二
届“文艺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奖
的报告文学《激流勇进》就是这
方面的管豹之作。

2013年市委、政府领导为
探索一条欠发达地区跨越赶超
的路子，在全市挑选能写既不

能文学味很浓，又不能理论性
很强，而且干部群众皆可接受
作品的写作人员，最后，选中了
王长新，并被聘为聊城市委、市
政府的特邀观察员。

写纪实性的文学作品，特
别是要驾驭全市方方面面的工
作，这可不是轻松活，在三个多
月的时间里，而且要在过春节，
要在完成《健康聊城》杂志的出
版，为三家报社专版组织撰写
稿件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写
出2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难度
可想而知。但既然答应了组织
和领导，就要信守承诺，不辜负
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与重托。

他每天五点即起，写上两
三个小时，中午不休息，吃完饭
接着写，即是春节团聚的时刻，
他也要抓住点滴时间写一阵
子。为避免孩子打扰，不影响写
作进度，大冬天里他借了一间
零上不超过十度的办公室写
作，耳朵冻得失去知觉，手脚冻
得不听使唤，两腿好像灌满了
铅一样，回家半宿暖不过来。

如果说写《首战告捷》还算
有时间的话，那么写《激流勇
进》才是时间紧迫。当时，市领
导提出要求，要在全国开两会
的时候，把书印出来。两个月的
时间，要出一本20多万字的报
告文学，而且王长新手中只有
全市各单位、各县市的总结材
料。于是，那段时间王长新哪还
有什么过年，哪还有什么双休
日、节假日，即使是大年初一、
三十晚上他也要笔耕到十点以
后……

“王长新认真向生活的每
一天挑战，把每一分一秒似乎
要掰成几半来运用，他站在时
代的高度，用饱蘸激情的笔触，
汇成一段段波涛汹涌的文字，
刻录下了时代的痕迹，写出了
一篇篇感人至深的美文佳作”。
国资委首席专家、《中国企业
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
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研
究院执行院长兼首席研究员李
锦这样称赞他。

情系卫计

一文一节高追求
王长新干一行爱一行,不管

干什么,他都会尽最大努力。早在
1974年当知青时他就从事过赤
脚医生，用一根针一把草，为群
众解除病痛，为此他荣获聊城地
区先进知青称号，加之爱人在医
院工作，使他对卫计工作情有独
钟。心中有爱，笔端含情，他以向
读者贡献精品为己任，从不懈
怠，确保新闻事实的表达准确、
精炼、生动、自然、和谐、畅达。他
写的每一篇稿件，长则长得恢
宏，长得精彩，长得流畅；短则短
得凝炼，短得深邃，短得朴实，无
一不是精益求精。因此近年来他
有十几篇文章在全国和省市评
比中力拔头筹。2014年他撰写的

《聊城全力打造冀鲁豫三省交界
医疗卫生高地》获山东医院报好
新闻一等奖。

2015年，有王长新等撰写的
《医患纠纷的“聊城解法”》 在
省委宣传部、省卫计委、省新闻
协会评选中获好新闻一等奖；有
他撰写的《组合 融合 整合》
获全省好新闻三等奖；《由农村
网点有序管理想到的》成为全国
邮政优秀范文，《立志+努力+坚
持=成功》等6篇文章被山东、江
西两省收入优秀文章汇编。

2016年有王长新等撰写的
《用健康教育为青春成长护航》
文章，被评为全省“计生协好新
闻”获一等奖，《用爱解开“千千
结”》获三等奖；同时，他撰写的

《斯人如玉绽莹光》在省委宣传
部、省卫计委、省新闻协会评选
中获好新闻二等奖。还有很多
文章被省市委内刊转发推广或
收入书籍。

就在2017年10月16日，有
他任总编辑的《健康聊城》杂
志，以其“新锐的理念、鲜明的
主旨、精当的栏目、清新的版
式、时尚的风格，被评为山东省
优秀企事业内部报刊。

聊城卫计委抓新闻宣传的
做法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并
获全省卫生计生新闻宣传优秀
奖，其做法不但在全省卫生计
生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书面发
言，而且山东卫生计生杂志
2015年第六期专门刊登了《聊
城市创新宣传方式，为改革发
展营造良好氛围》的经验介绍。

高产优质，奥妙何在？我想
除了他作品中浓浓的情，就是
选材之精、视觉之新、剖析之
深，标题之醒目，结构之合理，
写法之新颖，让人耳目一新，彰
显了他写作的老道与成熟。

工作通讯《组合 融合
整合——— 聊城市卫生计生委机
构改革显现“1+1〉2”效应》，及
时抓住卫生计生机构改革这一
重大题材，通过组合，高效有序
摁下“快捷键”；融合，“两张皮”
合成“一条心”；整合，红利释放

初显“1+1〉2”效应，深挖了卫生
计生聚合发展的好处，立意深
刻、主题鲜明、架构清晰，具有
普遍指导意义，引起人们的高
度关注，在《人口健康报》头版
头条刊登后，新华网、人民网、

《中国人口报》、《大众日报》等
十几家报刊社、网站刊载和转
发，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人物通讯《斯人如玉绽莹
光——— 记全国道德模范商玉
光》，巧妙地把全国道德模范商
玉光的事迹和名字与玉的“五
德”融合，恰如其分，合情合理。

“他人如其名——— 犹如一块玲
珑剔透的美玉，崇德向善，视病
人如亲人，用行动践行爱的奉
献；他30年如一日厚德行医，以
悬壶济世、帮助他人为最大快
乐，绽放着灵透而温润的晶莹
之光，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赢
得社会尊重。”这就把人们常说
的人养玉玉养人，黄金有价玉
无价表达的淋漓至尽。让人们
看一次文章就能陶冶一次心
灵，提升一次人格，升华一次精
神。文章见报当天，国内各大网
站纷纷转载，健康报、大众报等
媒体都给予重点报道……

“撰稿是漫长的，是艰辛
的，又是幸福的。在撰写中，有
风有雨，有寒冷的风暴，只有笑
着对待这些挫折，才能写得更
好；在撰写中，有苦有泪，有犹
豫，有彷徨，只有视困难为挑
战，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才能保
持昂扬向上的锐气，坚持不懈
的斗志，顺利完成任务；撰稿如
寒梅吐蕊，‘若非一番寒彻骨，
哪得梅花扑鼻香？’累,并快乐
着。”在《激流勇进》一书后记中
王长新感悟如此深刻。

翻开王长新每一篇文章，
密密麻麻的文字仿佛变成一片
无际的沙漠，一位长者在旷野
上积厚成势，奋力前行，那样执
著，那样坚定。身后茫茫的旱海
里留下一个个深深的脚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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