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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们这样评价熊安群：是一名地道
的“工作狂”。这些年来，他平均每天工作
在10小时以上，周六、周日很少休息，报社
人手紧缺需要他作更多的牺牲和担当。
最多的时候，他兼任一线记者、三版和四
版编辑、校对员等数项工作，一个月夜间
加班多达 20余次，即便如此，他也毫无怨
言。2013年是《瑞昌报》复刊 20周年，作
为专题副刊部主任的他，承担着《瀼溪
——瑞昌报社复刊20年副刊优秀作品选》
和《逐梦——〈瑞昌报〉复刊 20 周年珍藏
版》的编撰工作。那些日子，他白天外出
采访，夜间编撰文章，常常是深夜回家，最
终如期高质量地完成了编撰工作。

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报社人员
流动性很强。熊安群同志有过多次外调
的好机会，但他每次选择放弃。他认为：
自己离不开文字，离不开报社。作为报社

的中坚力量，他不计个人得失，竭尽全力
带好新人，推动报社平稳地接续发展。因
此，年轻同事都尊敬地称他“熊老师”。而
他的确能担起这个“称呼”，每天最早来到
报社，常常最晚离开报社，工作的时候，总
是给年轻同事以有益教导，使他们尽快成
长起来。

在外人看来，报社是出“笔杆子”的地
方。因此凡是有“材料活儿”，许多人首先
想到的是报社。这些年来，熊安群不知承
担了多少这样的义务劳动，并广受好评。

选择报社，就得不惮忙碌；选择记者，
就得不避劳苦。从事记者行业 8年时间，
熊安群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工作热情，采写
出一大批新闻精品力作。有人问何以能如
此，他这样答道：“新闻是一门大学问，我不
过是一名刚进门的小学生。要想收获更加
丰硕的成果，非得再下一番苦功不可！”

熊安群：新闻路上的奔跑者
陈娜 浔阳晚报记者 魏东升 文/摄

熊安群，瑞昌报社记者、采访

部主任。他不高大，也不强壮，甚

至有点瘦弱，一直奋斗在新闻一线

笔耕不辍的奔跑者。进项目区、跑

山头村、蹲农户家……8 年来，熊

安群走遍了瑞昌的山山水水、角角

落落，早已在心中勾画了一幅幅百

业千村的城乡变迁图。一年 365
天，熊安群至少有 200 天跑在外

面，所有的信息和新闻都是用脚辛

苦跑来的。

时间回溯到2017年7月，因为

长期伏案劳作，42 岁的熊安群患

上腰椎间盘症，严重时腰都直不起

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

外出采访，在 39℃高温下的立肇

线项目工地，在长江饮水工程的夜

间抢修现场，在偏远乡镇的贫困户

家中，都留下他用手掌撑腰采访的

身影，许多人为这种执着的精神所

打动，称其为“最拼记者”、“最美记

者”。

最拼，因为心中有真爱；最美，

源于肩上有担当。自 2010年调入

瑞昌报社以来，熊安群一直奋斗在

新闻一线，用执着的追求、精湛的

业务、踏实的作为，为瑞昌新闻事

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8 年时间

里，他曾获评瑞昌市十大杰出青

年，4次获评全市优秀共产党员或

先进工作者，并连续6年获评全市

新闻报道工作先进个人。他用自

己手中的相机和笔，记录了瑞昌发

展的历史瞬间，同时书写了生命与

新闻碰撞产生的精彩华章。

2014年 1月，南义派出所民警朱冬冬
执行公务期间，不慎因交通意外而殉职。
接到采访任务后，熊安群用了两天时间，跑
了朱冬冬生前工作和生活过的多个地方，
并连夜完成了通讯稿《他将生命嵌入警
徽》，稿件刊发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在报社，熊安群的身份是多重的。评
论员、记者、编辑、专题策划者……一个个
身份的背后，体现的是强烈的担当和辛苦
的付出。调入报社几个月时间，他就从一
名“菜鸟”成长为骨干记者，甚至开始担任
评论类文章的撰稿工作，正确及时地传递
了市委声音、引导了社会舆论。8年来，他

撰写了社论、评论、言论等超过 200篇，采
写并发表了4000余篇（首）新闻稿件，累计
有近 20篇新闻稿件在九江新闻奖评选活
动中获奖，为讲好瑞昌故事、传递瑞昌声
音贡献了应有力量。

作为一名优秀记者，熊安群有着较强
的版面和活动策划能力。8年来，他主要
承担了历年县域经济考察、党代会、“两
会”等重要版面策划和稿件采写工作，却
从未喊苦叫累。其担任版面编辑以来，
首开了《瑞昌名片》、《文化历史》、《悦读》
等品牌版面，并成为这些版面的主力撰稿
记者。

采访路上，不止是辛苦，还潜伏着“意
外”。2015年 5月，熊安群前往地处边远
的乐园乡采访，为了追求更好的图片效
果，他沿着陡峭的石壁往上爬，不料脚下
一滑，左手食指在石壁上严重折伤。即便
如此，他也没有请过一天假，而是坚持上
班和外出采访。每次采访回来，由于手伤
未愈，他只能用右手来敲字，写作速度慢
了不少，可稿件质量丝毫没降……那段时
间，他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稿件，并先后
在上级媒体发表。

2016年，瑞昌面临特大洪水威胁。在
此期间，他主动请战、积极作为，在抗洪一
线采写出大批有分量的新闻稿件。《“钢三
连”精神，让烈日折服》、《两次“带”女儿抗

洪》、《雨中巡堤》、《再苦再累都值得》、《两
次抢险》、《抗洪一线“母子兵”》……这一
篇篇鲜活的新闻稿，是他奔走在各个抗洪
现场辛苦得来。尤其是两次深夜采访，多
地深入走访，采写出长篇通讯稿《漂亮的

“乌螺之战”》和报告文学《大堤见证》，引
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用心跑新闻”，这是熊安群一贯的主
张。长期在一线跑新闻，熊安群对民情
民生有了更深入地了解。在桂林街道一
位文姓贫困家庭采访时，他掏出数百元
钱送给对方；在采写范镇某白血病儿童
与病魔抗争时，他积极发动爱心人士进行
捐款。所有的这些，成为他采访路上最难
忘的记忆。

笔耕不辍，他是读者眼中的“笔杆子”

奔跑不已，他是新闻路上的“泥腿子”

奋斗不止，他是大家公认的“台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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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永锋 浔阳晚报记者 魏

东升）今年 1至 9月，瑞昌市共向建档立
卡贫困户家庭学生发放教育扶贫资助
652.37 万元，另向全市在读大学生 769
人发放了生源地财政贴息贷款 641.5万
元，确保全市没有一名学生因贫困而失
学。

今年初，瑞昌市开展了“万师访万
家”活动，对全市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进行全面大走访，“一人一档”建立学生
扶贫档案，确保学生信息准确、更新及
时。同时，制作并发放了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教育资助联系卡，保障教育扶
贫资助政策“一个不漏、一个不错”。此
外，该市大力简化教育扶贫资助申请程
序，助学贷款续贷学生在网上申请成功
后，只需学生或家长一人前来签合同即
可；回执回收由之前的快递邮寄改为微
信拍照传递，既节省了费用又节约了时
间。在资金发放上，该市采取申请审批
和资金发放“两条线”开展教育扶贫资助
工作，所有学生资助资金全部纳入财政
惠农“一卡通”平台发放。在此基础上，
建立完善教育资助监督机制，对向教育
扶贫资金“动奶酪者”严惩不贷，确保教
育扶贫资助“零差错”、“零污染”。

本报讯（谢丽丽 浔阳晚报记者 魏

东升）10月8日9时，瑞昌市城管局执法
队员在该市浔阳西路开展日常巡查工作
时，发现一辆小汽车停放在人行道上。
根据《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八十六条第五
项关于机动车停放的相关规定，城管队
员对该车辆进行拍照取证、贴单处罚。

就在城管队员对该车辆拍照取证准
备离开时，车主徐女士跑过来直接拉住
执法车辆的车门，强调她只停一会儿不
能贴单，并要求现场消单。城管队员正
准备向其回复解释时，车主的情绪突然
变得激动起来，并开始大声辱骂城管队
员。此时，城管队员始终保持克制，劝车
主冷静并一直努力向其解释。经过城管
队员半小时的耐心劝说，车主徐女士慢
慢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鲁莽的言行阻
碍了执法工作，最终，徐女士为自己不当
的言行认错。

违章车主阻碍执法
城管队员促其认错

本报讯（章加荣 浔阳晚报记者 魏东

升）9月 29日晚，在瑞昌市赤乌东路凤竹纺
织厂门前路段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逃逸
案，67 岁的建筑工人何某在斑马线上行走
时被撞致颅内出血，生命在危在旦夕。

经初步勘察，交警在现场周围未发现
有价值线索。次日凌晨 4 时 30 分，受害人
经抢救无效死亡。案情重大，单纯依靠交
管部门力量显然不够，瑞昌市副市长、公
安局长邹剑波接到报告后，立即指令成立
专案组，调集指挥中心，刑侦，网安、交管
力量集中破案。各警种利用自己专业优
势分工合作，协调作战。交管部门在走访
中发现案发后一小时有一辆出租车在事

发地点前后相隔不到 10 分钟时间出现过
两次，指挥中心通过调取监控找到了出租
车，经向出租车司机了解情况，出租车司机
声称 29 日 23 时 30 分有两名乘客上了他的
出租车，上车后没说去具体的目的地，只说
到处转一转，两名中年男子下车后选择了
微信支付车费。通过刑侦、网安的技术侦
查，最终锁定一辆皮卡车为重要嫌疑车辆
之一。在交管部门大面积排查的压力下，
犯罪嫌疑人余某选择了投案自首，主动来
公安机关如实供述自己逃逸事实。9月 30
日，余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又讯（吴国峰 但淑媛 浔阳晚报记

者 魏东升）近日，瑞昌市公安局交管大

队通江岭中队成功侦破一起交通肇事逃
逸案件。

9月 21日凌晨，瑞昌市夏畈镇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当事人陈某林被三轮车撞伤，驾
驶人已逃逸。接警后，通江岭中队民警迅
速赶赴现场，但现场并未遗留任何有价值
的线索。根据询问，初步断定肇事车辆往
303省道三眼桥路段逃逸。经调阅监控，仅
可见有一辆三轮车经过现场。在查阅大量
高清卡点照片后，结合案发时间，民警最终
将目标锁定在了嫌疑人余某某身上。9 月
26日，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余某某交
代了其发生事故逃离事故现场的经过。目
前，此案仍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

瑞昌破获两起肇事逃逸案

瑞昌落实教育扶贫资助
“一个不漏、一个不错”

10月 4日中午，瑞昌市瑞裕家

园举行欢乐大聚餐，热热闹闹庆祝

国庆。小区居民齐动手，搭灶台，

烧农家菜，煮柴火饭，摆“睦邻宴”，

欢声笑语共话幸福生活，吃出了浓

浓的邻里真情，小区处处洋溢着和

谐温馨的气氛。

（何剑英 浔阳晚报记者 魏东

升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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