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独家、 深度和有温度的报道，
一直是 《劳动者周末》 办报的初衷。
创刊6年多来， 《劳动者周末》 坚持
让一线职工在版面上唱主角， 报道
了一大批在基层默默奉献、 为社会
创造价值的普通劳动者， 在他们身
上， 体现了劳动光荣、 创造伟大的
永恒价值观。 在出版300期之际， 我
们选取了部分经典报道， 让记者带
您一起重温那段难忘的采访经历。

编者按：

2019年3月， 在北京冬奥组委， 记
者采访到了林存真， 采写了通讯 《林
存 真 ： 设 计 北 京 冬 奥 会 会 徽
是终身的骄傲》， 收获了社会好评。

其实， 她搬到此处办公不过一月
有余。 此前， 在中央美术学院7号楼设
计学院五层角落有一个不起眼的房间，
没有门牌号， 甚至在楼道的引导牌上
也没有它的信息。 但就是在这个小屋
子里， 801号作品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
讨论、 修改， 最终从大量入围作品中
脱颖而出， 被确定为2022年冬奥会及
冬残奥会会徽。

记者看到， 这间工作室很小很简
单： 三张桌子， 两台电脑， 一台打印
机， 一个柜子， 就是全部陈设。 平淡
无奇 ， 甚至可以说不那么有 “设计
感”。 但是， 当你转过身去就会看到，
门后方贴有满满一墙A4纸打印的冬奥
会会徽修改稿。 它们， 提醒着来访者
这里的与众不同。

“奥林匹克精神是一种特别神奇
的力量。” 作为北京冬奥会会徽的设计
师， 林存真对奥运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从2003年开始参与筹备北京奥运会的
工作， 如今她与奥运结缘17年。 在林
存真看来， 奥运精神有一种神奇的力
量， 它能轻轻唤起自己内心的勇气。

“你觉得在完成自己的成就中 ，
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 林存真： “最
值得珍惜的就是对自己的理念和秉承
信念的坚守。 不轻易放弃自己坚持的
认为对的东西。”

“什么时候是你认为最艰难的时
候？ 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林
存真： “最艰难时应该是在没有灵感
的时候， 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因是责任
感， 设计师的社会责任和个人职业的
责任， 都需要。”

“你希望未来还取得怎样的成就，
对于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距离这个目
标还有多远？” 林存真： “有一个特别
大的目标 ， 我会一直朝这个目标走 。
就是传承中国文化。 这是我很久以来
一直要做的事情。 从做设计的角度和
做教师的角度， 都希望把这个事情一
直做下去。”

□本报记者 白莹

2019年11月9日， 《劳动者周末》
刊登了 《从皇家宗庙到职工乐园》， 讲
述了太庙从皇家庙宇到劳动人民文化
宫的70年历程。 为了写这篇文章， 我
翻阅了文化宫的大量资料， 数十年的
历史就像画卷一样在我眼前展开， 经
历了这次采访， 我才知道北京劳动人
民文化宫在数十年的时间里， 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

在文化宫的档案里，我翻出了一张
上世纪50年代的老照片，是由当时的工
会干部拍摄的。这张照片上是一位纺织
女工正坐在炕头上看书。 照片背后写
着，这位纺织女工加入了扫盲队，为了
学习文化，她除了早起晚睡之外，还劝
说婆婆帮忙，协助她带四个小孩。 这张
照片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知识的渴
望。 根据文化宫的档案，当时群众的学
习热情高涨，因此文化宫开办的各项培
训都场面火爆。

采访中 ， 我还了解到 ， 文化宫
80年代开办了科技培训班 ， 培养了
一万余名学员 。 1980年 ， 文化宫开
办的日语中级班培养了一百多个优
秀学员 ， 这些学员基本上能依靠词
典阅读， 或翻译日文技术文献 。 我查
阅的资料显示 ， 1965年文化宫在大
殿西配殿 、 二殿西配殿扩大了图书

馆面积 ， 当时文化宫图书馆有 20万
册藏书供群众借阅 ， 成为全市最大
的职工读书学习和查阅资料的中心
场所 。

我也在这些保存了数十年的资料
中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 北京职工
的生活掠影———有照片反映了工厂食
堂研究主食的内容， 据说厨师把大米
磨粉制作的米粉主食受到职工的欢迎；
有的照片反映了职工们看演出、 组织
体育比赛的情况； 有的照片反映了职
工在读书馆借阅书籍， 在夜校学习知
识的场景……

一篇5000字的文章不足以全面展
示文化宫的历史， 所以以上内容并未
在文中全部呈现。 然而那段激情燃烧
的历史、 那些虽然文化不高， 但愿意
钻研、 克服困难学习技术、 渴望知识
的工人们深刻地感动了我。

□本报记者 李婧

因一文而观一段往事我有幸采访了冬奥会会徽设计者

去年10月我在采访时， 无意中听
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
警刘巨平的事迹。 这位20岁就来到天
安门地区工作的民警， 历经30余年风
霜雨雪 ， 一直守护着毛主席纪念堂 。
听完刘巨平的故事， 我迫不及待地对
他进行了采访 。 最终 ， 完成了通讯
《纪念堂前最美的 “警色 ” 》。 刊发
后， 刘巨平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

那是1988年， 刘巨平通过了招警
考试 ， 并有幸分配到 “天下第一所 ”
———天安门派出所， 从事毛主席纪念
堂、 端门等辖区单位的治安保卫工作。
从警30多年来， 他大部分时间都工作
在毛主席纪念堂， 并与之结下了不解
之缘。

采访中， 刘巨平的一句话让我至
今难以忘怀。 “从小就崇拜伟大领袖
毛主席， 几十年了， 把最好的青春年
华都交给了这里， 虽苦点累点， 但这
是一种幸福。” 刘巨平将30余年的辛酸
苦辣变成了一种精神信仰。 即使身患
重病， 仍然坚持岗位上。 为此， 北京
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的领导每次
到纪念堂走访和检查工作， 路过他的

岗位时， 都会主动庄重地给他敬一个
礼。 我想， 这是对刘巨平最好的褒奖
和肯定。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
头越。” 从入警时的风华正茂到年近花
甲的垂垂老者； 从追逐梦想的踌躇满
志到从未动摇的默默坚守； 这是属于
刘巨平的春夏秋冬。 30余载风霜雨雪，
见证了一位老民警最质朴的初心与忠
诚。

或许一生平凡 ， 或许一世忙碌 ，
但每一分坚持的背后， 都有一颗坚定
的心和对毕生信仰的坚守， 他的人生
也终将收获绚烂的花朵。

□本报记者 闫长禄

从老民警身上汲取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 杨琳琳

哈佛博士朱冰，给我太多的感动
依然记得刚进报社时， 我问一位

记者老师 ： “您到报社几年了 。” 她
说： “5年了。” 当时一听， 便脱口而
出： “这么久啊！”

5年， 是一段不短的时光， 其实当
时心里也在想： 我能一直坚持做同一
件事吗？ 现在， 我来到报社也已经6年
多了， 这个问题早已有了答案： 来自
各行各业的采访对象， 会源源不断带
给我坚守和前行的力量。 因为， 我喜
欢采访， 喜欢倾听他们的故事， 带着
温度、 带着信念的故事。

回首过往， 我的采访对象哈佛博
士 、 都市意匠城镇规划设计 (北京 )
中心创始人朱冰 ， 她那张总是带着
微笑的脸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 记得
当时采访完朱冰后， 我深深被她的故
事打动了， 自己兴奋了好几天， 同时
也让我很苦恼———写作如何取舍， 从
何处切入？

眼看截稿日越来越近了，我硬着头
皮把自己反复修改多次，但依然不满意
的稿件交给了领导。 领导看了“果然不
满意”，给我提了很多修改意见。

之后， 我与朱冰又约了一次， 相

较上次， 这次聊的更深入。 我为她执
着的求学路感动， 为她回国后的情怀
感动， 为她始终坚守初心感动。 从她
的讲述里， 我读懂了她那温柔的外表
下藏着一份果敢而坚定的心……想写
的真是太多了。

最终还是小留遗憾， 如今， 再次
找出当初那篇文章， 仔细看一遍， 甚
至有了重新写一遍的冲动。

有人说， 记者是个交浅言深的职
业。 或许正因如此， 才是考验记者的
地方。 《劳动者周末》 已经300期了，
下一个300期就要拉开序幕， 希望未来
你我继续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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