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树枚经历过旧中国的动

乱和苦难，更见证了新中国的

崛起。他个人的经历折射出了

国家七十年发展的缩影，也伴

随了改革开放以来传媒行业的

腾飞。

贾树枚说 “时势造英雄，英

雄造时势”，正是时代给了每个

个体努力拼搏的机会，也正是每

一个不断奋进的个体共同推动

了时代的前进，个人的发展与时

代的进步早已悄然融合在了一

起。

1941 年，贾树枚出生在山

东滨州市博兴县偏僻的农村，在

黄河边长大的他从小就很喜欢

读书，虽然家乡比较闭塞，但是

他依靠自己的努力顺利地读完

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对于当时

的贾树枚而言，记者只是报纸上

的两个汉字而已，但是从他担任

“读报员”的角色开始，他的一生

与“新闻”结了缘。

初中时，贾树枚所在的学

校给每个班级订了一份 《大众

日报》，规定晚自修开始前的一

刻钟为“读报时间”，每个班必

须安排一位同学为大家读报，

贾树枚被挑中担任这项任务。

任职期间，他每天都会从当天

的报纸里挑选几篇省内外、国

内外的新闻报道读给大家听，

在帮助同学扩展视野的同时，

他开始对新闻感兴趣了，一个

小小的 想 法 也 在 心 里 生 根 发

芽。通过阅读大量新闻和文艺

作品，他对记者这个职业产生

了无尽的向往。

小种子开始生长。到了高

中，贾树枚被语文老师选中办

班级的黑板报，这件事强化了

他要做记者的想法。贾树枚还

记得那块黑板报名叫“红色劳

动者”，当时他负责组稿、写稿，

同时挑选同学们写的一些好的

作文，抄写到板报上。这样的经

历，使他对写作和编辑产生了

兴趣，于是在高考填报志愿时，

不顾物理老师对他填报理工科

专业的建议，毅然将自己所爱

的“新闻”填在了第一志愿。当

年，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是国内仅有的两所设立新闻专

业的院校，而中国人民大学不

在山东省招生。据说那年将“复

旦大学新闻系”设为报考第一

志愿的学生有 1800 余人，最后

只招收了 40 名，贾树枚就是其

中之一。

1959 年，读大学的贾树枚赶

上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

副食品奇缺，每人每月半斤肉、半

斤油，早餐只能吃点稀饭，每天最

大的感受就是吃不饱，但也不能

多吃，多吃一点第二天就没得吃

了。”回忆起当年的经历，他觉得

虽然生活很艰苦，那时大学的教学

体系和学科建设还不完备，但是那

段大学生活还是十分美好的。大家

专心学习，每天校园里有丰富的体

育、文娱课余活动。也正是这五年

的学习，让贾树枚较为系统地学习

了新闻专业知识以及文史哲等学

科的基础知识。

临近大学毕业的贾树枚本

以为终于可以去新闻单位圆“新

闻梦”了，谁知突然的“被安排”一

下子打乱了他的计划。原来，在他

毕业前夕召开的校团代会将他选

为了复旦大学团委副书记，于是

他“服从分配”，留校工作，暂时将

“新闻梦”深藏于心底。

机会最终还是垂青了这位有

志青年。1978 年，正在组织“真理

标准讨论”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

西光到复旦开座谈会，时任校党

委办公室副主任的贾树枚参加了

座谈会。杨西光在文革前是复旦

党委书记，认识贾树枚，就问其愿

不愿意到光明日报当记者。这时，

距离贾树枚大学毕业已经过去了

14 年，他还是选择了“专业归

队”，在杨西光和时任校党委书记

的夏征农的关心下，他从复旦调

到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圆了“记

者梦”。1983 年，他又被调到了光

明日报旗下《文摘报》任主编，他

从学习国内同类报纸开始，博采

众长，调整改进内容结构，将《文

摘报》定位为侧重文史学术的综

合性文摘报纸。功夫不负有心人，

半年之后，《文摘报》原本十几万

的发行量增长到了五十几万份。

“在光明日报的几年，锻炼了一个

记者独立工作的能力，在《文摘

报》则是熟悉了一份小型报纸采

编印刷发行的全过程”。

1984 年，贾树枚回到上海，

任《文汇报》党委副书记和副总

编，从夜班编辑做起，逐步了解

和熟悉了日报运作的流程。

贾树枚熟悉的领域范围逐

步扩大。1987 年，因为新闻出版

行业管理体制改革，他被调往上

海市新闻出版局任副局长，分管

报刊管理工作，后来主持局内行

政工作。1991 年，又调到上海市

广播电视局，参与创建了东方电

台、东方电视台，筹建东方明珠

电视塔，筹划组织东亚运动会广

播电视新闻中心等活动。接着，

他又被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分

管新闻宣传，并负责市委外宣办

和市政府新闻办的工作。在他任

内，上海市新闻发布制度开始建

立，一批外宣报刊问世，使外宣

工作有了具体的抓手，他还多次

组织反映提倡上海改革开放成

就的影展、画展在国内外进行巡

展，树立了上海的新形象。

1999 年，贾树枚赴解放日报

任职，重新回到新闻一线。他和

班子成员一起，解放思想，锐意

改革，大力推进舆论宣传和报业

经营的改革，组建报业集团，根

据“六个统一、四个独立”的原则

确立领导体制和经营方针，在坚

持舆论导向、干部任免统一领导

的同时，对下属报刊的经营管

理、广告发行等实行独立核算、

独立运作，这些举动调动了干

部、员工的积极性，使得经济效

益得到大幅度提升，实现了报社

和集团事业的超常规发展。

从解放日报退休之后，贾树

枚发挥余热，在上海记协工作期

间开始了“两个服务”———为发

展繁荣上海的新闻事业服务，为

上海的新闻工作者服务。细细数

来，他的一生一共换过九次工

作，在十个岗位工作过，从记者

到总编辑，从“战斗部门”到“后

勤服务部门”，在新闻行业的各

个环节和部门留下了足迹。

20 多年来，贾树枚先后编著

出版了《上海新闻丛书》《上海新

闻志》《记录历史 见证辉煌》《中

外记者笔下的上海丛书》《当代

上海记者从书》《锦绣年华 良辰

美景》《中国故事 国际表达》等

书，既为上海近现代新闻事业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新闻事

业的发展留下了一份份真实的

记录，也以记者的视角反映了改

革开放 40 年来上海发展腾飞的

历程，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了上

海形象、上海精神、上海风情，促

进了上海新闻事业和新闻队伍

的传承和创新。

“不管你同意也好，反对也

好，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

民族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贾

树枚说，“反过来说，一个人的努

力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个人和行

业、个人和时代的兴衰荣辱是紧

密相连的。”

贾树枚认为自己这一生也

没有特别重大的选择，一方面确

实是因为当年的个人主观选择

余地较小，对工作岗位，与其说

是选择不如说是“服从分配”。但

是贾树枚强调，服从分配不是无

所作为，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

全力以赴。在贾树枚的心里，中

学时埋下的种子始终存在着，并

让他念念不忘，这也就是他为什

么在毕业十余年后仍然会来到

新闻行业，为什么会从党政主管

部门回到新闻第一线的原因。

作为一个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的老新闻人，贾树枚眼中的祖国

七十年，特别是近四十年的变化

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

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是因为我

们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继承了优良传统，

也吸收了世界各国的一些最新的

理念、技术和文化。虽然目前仍然

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这

个道路是正确的，要坚持走下去。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是

当代中国最大的潮流。要去适应

这个潮流。不可能让潮流来适应

你。青年人要热爱祖国，胸怀大

志，看清潮流，顺势而为。”贾树

枚如此希望在新世纪成长起来

的学子们。文／钟晨洲 尹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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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岗位见证新中国新闻事业腾飞
给 00后讲讲 共和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70年之路是我校
艰苦奋斗、为国育才的建设之路；更是复旦人与民
族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奋进之路。在新中国的每
一个历史年代，在祖国每一处需要的地方，一直都
有复旦人的身影。

70 年后，历史舞台的大幕向新复旦人缓缓拉
开。从今年 4 月起，党委学生工作部组织各院系在
本科生中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口述史实
践活动，形成完整的项目成果 37 项。本刊开设“给
00 后讲讲共和国”专栏，陆续推出一批优秀的项目
成果。通过阅读前辈的故事，做掌握未来的复旦人，
把握历史跳动的脉搏，传承复旦精神的内涵，在国
家和时代的方位中找到个人的坐标。

编者按

小小读报员埋下理想

的种子

十个工作岗位见证中

国新闻事业腾飞 时势造英雄 英雄造

时势

贾树枚：1964 年毕业于新闻系，中共党员。曾任职于光明日报、文摘

报、文汇报等新闻媒体。1984-1987 年任文汇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

1987-1991 年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1991-1993 年任上海市广播

电视局党委书记。1993-1999 年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93-1997

年兼任上海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1998-2001

年先后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

长。2001 年起任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上海记协）主席。曾任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记协副主席。

勘误说明：本版 1180 期《写意复
旦》图片说明误把江湾校区银杏
大道写为光华楼，特此更正。并
向读者和作者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