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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通川日报领导班子大换血，李
明荣接替高文舫当了报社的一把手，戴文渠
当总编辑。

也就在1998年底，我被提拔成达州日报
党组成员、副总编辑，继续兼任副刊部主任。

李明荣这个一把手有开拓精神，眼光高
大，当时，市场化的报纸正蒸蒸日上，为了适
应报纸市场化的需要，我们创办了《达州日
报·都市版》。办“都市版”的目的，主要就两
个，第一是占领达州的广告市场，争夺自身
的生存空间；第二是为不久后办晚报锻造人
才队伍，积累经验。

争夺广告市场很快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1999 年全报社的广告收入不到 200 万
元，2000年就突飞猛进涨到490万元，《达州
日报·都市版》就吸纳了430多万元广告款，
占全报社广告收入的88%。

从1999年起，李明荣就领着我们申报创
办《达州晚报》。

申办一张晚报很麻烦，先递交申办报
告，省新闻出版局同意了，再上报到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了，再返回
省新闻出版局发许可证。当时申办晚报的
城市很多，我们四川省一起申办晚报的就有
绵阳、宜宾、泸州、南充、乐山、达州、攀枝花，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都批准了。

刊号到手，谁来领办这张晚报？
虽说达州晚报是达州日报的子报，但它

毕竟是一张独立的报纸，领办人无疑很重
要。李明荣社长不但把晚报总编的位置

“让”给了我，还给了办晚报当时他能给的最
为优惠的政策：晚报人员由我定，全报社看
中哪个萝卜拔哪个；收入分配给晚报一个

“总盘子”，具体的蛋糕怎么切由我们自己决
定。他给这些政策的目的就一个，有利于调
动晚报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尽快把晚报的局
面打开。

报社安排了何南观、胡明惠任晚报副总
编。何南观从名牌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毕业，
从他进入达州日报起我们就相处融洽，他虽
然年轻，可办事沉稳，文笔特别好，新闻敏感

性很强，很有开拓精神，是一块办晚报的好
料。胡明惠参加过新华社在重庆组织的两
年制培训，不但长期在万源市委宣传部当新
闻干事，还曾在商海中历练过。晚报作为一
张市场化的报纸，很需要这样一个既有新闻
实践，又有市场操弄经验的人。

有了总编和副总编，很快招集起20多位
人马，把晚报的“架子”搭了起来。

记得出创刊号那天，李明荣社长带着晚
报全体员工，穿着工作服，到大街上当送报
员，用实际行动向市民昭告：“达州第一家市
场化的报纸诞生了！”接着是“订报上门，送
报进家”，热热闹闹地把晚报办起来了。

从《达州晚报》2001年元月1日正式与读
者见面，到2008年我卸任总编辑，改任分管
晚报的“达州日报社顾问”，到2010年11月办
理退休手续，差不多与《达州晚报》同呼吸共
命运整整10年。

那10年，中国纸媒风云际会，各领风骚，
《达州晚报》乘势而上，芝麻开花——节节
高，一年比一年红火。

《达州晚报》被评为全国的“十佳报纸”
之一，被誉为“全国最具品牌效应”的报纸。

说实话，对《达州晚报》的“十佳”啦、“最
具品牌效应”啦，我印象并不深刻，印象深刻
的是《达州晚报》的那帮人太玩命，很有点把
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牛马用的味道。为了
把当天我们觉得有新闻价值的东西一报网
尽，晚报的截稿时间规定在凌晨两点，如果
凌晨两点前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漏掉了，不管
是本地的、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要层层追
究责任。而一般过了截稿时间有了新闻还
得要换稿，从上到下，一个个都成了“夜猫
子”。记得美国遭受恐怖袭击那天，由于时
差，我们是9月12日的零点过后才从电视的
滚动新闻中看到那条消息的。

事发太突然，太重大，必须抓紧时间在
当天的报纸上发出来。时间已过凌晨两点，
大家都下班了，我立即打电话通知有关人员
马上回办公室，收的收新华社的电讯稿，撤
的撤已经做好的一版，齐心协力，把美国遭

到恐怖袭击的新闻在头版头条位置登了出
来。天还未亮，达城的大街小巷，就响起了
报贩的吆喝声：“看报，看报，快看《达州晚
报》，美国的摩天大楼被炸啦！”因为对那条
新闻的处理及时，当天的晚报零售一下就增
加了上万份。我过后查了一下，12日全国刊
登那条新闻的报纸似乎没有第二家。

由于《达州晚报》一帮人个个都玩命 f
干，《达州晚报》也就成了当时全国零售比例
最高也是卖得最贵的报纸。

先说零售比例最高。
零售占总印数的多少？80%以上。天还

未亮，报社门前的零售分发处就熙熙攘攘，
挤满了等着取报纸的零售人员，为争取早一
点把报纸拿到手，售报员间吵架的有，“动
手”的也有，吼叫吵闹声弄得住在楼上的报
社职工连觉都睡不清净。当年物资紧俏时，
食品站、百货站前经常摆长蛇阵，现在物资
丰富，食品站、百货站萧条了。

售报员来晚了就不得不排队，如果没有
人维持秩序，非得天天打架不可，成了当时
达城别具一格的风景。零售人员每售一份
报纸才赚3角钱，一般的人一天卖100余份，
赚30来元，可以勉强糊一个人的口，而零售
冠军则创造了连续好长时间每期都卖 1000
份以上，一天就赚300多元，比当时“棒棒”的
收入高得多。晚报的零售竟养活了200多名
销售人员。

再说《达州晚报》卖得贵。
有多贵呢？四开12版，有时甚至是四开

8版，报社规定的零售价是每份5角钱。2001
年9月，零售价提高到每份6角钱，有的零售
员为了多赚点，还自作主张每份卖8角钱，个
别心黑的甚至每份要1元。售报员就要那么
厚着脸皮在大街小巷叫卖：“晚报！晚报！
快看《达州晚报》！”。好在报社的经济形势
一年一年地好了起来，晚报的零售价才恢复
到每份 5 角。一份卖 5 角也仍然贵得惊人
啊，大城市好多对开的大报16版、24版，哪怕
40版，零售也才5角钱一份。我打听过中国
的市级小报，我们的零售价是最高的，不知
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哪家四开 8 版或 12 版
的报纸卖得这样贵（随着广告的激增，《达州
晚报》的版面也随着增加，也曾有几次印40
版才卖5角钱一份——作者注）。

市场化的报纸要靠市场来养活，从2001
年起，《达州晚报》的广告每年都以200万元
以上的速度往上攀升，到2010年我办理退休
手续时，《达州晚报》的广告年收入达到了
2500万元。这样的广告收入，与经济发达的
大城市的晚报比，当然是小巫见大巫，算“小
钱”，但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小报比，就足可
自豪了。

（十八）

转让租售 好消息
南外西环路699号（八

字口）黄金地段门市（二
楼）面积323平方米，营业
中，整体优价出售。

电话：18080151937

门市出售

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百业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商情
广 告

掌上达州免费同步推送
达州日报社“掌上达州”“达州日报网”将同步免费推送，刊登
在便民栏的“信息直通车”里。欢迎扫码下载“掌上达州”。

@致业主
提供相关资料，办理简便快捷。
@致读者
使用本栏信息，请依法签合同。
@关于收费
小格600元/3周 1000元/6周
大格1000元/3周
@关于我们
咨询电话：0818—2377273
15182829150（微信同号）

咨询电话：2377273（周六休）
15182829150（微信同号）
地址：通川区通川中路255号

（文轩书店对面）
特别声明：本报未在报社外
任何地方设代办点

各类遗失广告
注销清算公告

达州日报刊登

（次日上午九点拿报，可快递）
出生证等个人证件遗失可微信办理

西外西客站下行
100 米金山南路门市
对 外 出 售 ，门 牌 号
205-231 号 ，门 市 已
对外出租，价格面议。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3330833777

门市出售

二楼急售
达州西外金兰路十字路口
二 楼 商 业 用 房 急 售 ，
630m2，双证齐，出租经营
中，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闫先生18519777377

西外有一库房及厂房
出租，面积约2000m2,整零
均 可 ，大 型 车 可 自 行 出
入。电话：13568163957

库房出租

招生招聘

聘 四川心连心物
业南外警苑小区项

目部诚聘保安、保洁员数
名，60岁以下，工资待遇
优厚。18881869936

15181857478

选购详询：2676111
更多优惠扫描关注“巴香汇”微信公众号

巴香汇 好货惠

中心广场地下商场黄
金门市出售，面积 31 平方
米。非诚勿扰。
电话：13108182733

门市出售

紫杉精品酒店隆重开业
紫杉精品酒店经营面

积 1200多平方米，有 38
间客房，酒店装修高雅别
致、环境优美，给您宾至如
归的体验（详见达州晚报
1月20日12版，可下载掌
上达州查阅电子版）。地
址：通川区胡家坝东巷11
号（达州市中心医院旁）
电话：0818—7921888

0818—7921999

通川区来凤路 197、
199、201 号三开间门
市，现对外出租，建筑
面积100平方米（含夹
层），价格面议。
13551110885王先生
18981716803杨女士

门市出租

招 聘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 四 川 省 分 行 招 聘
2020年信用卡销售员

（详见晚报3月13日5
版，可下载掌上达州查
阅电子版）。

电话：2125877
13408427273

聘达州市通川区骨伤医
院诚聘内、外、妇、儿、

骨、麻醉、中医、康复理疗、
放射、彩超、药剂、护理初、
中、高卫技人员和大、中专
毕业生。13982868187

18682812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