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海日报 北海晚报

报纸基本情况

《北海日报》是广西北海市委机关报，创办于 1984 年 10 月 1日，现为对开

四版，周六刊，发行 3.11 万份。

报纸诞生背景

北海具有大西南最便捷出海口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1984 年 4 月 6

日，国务院把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北海列为我国沿海 14 个开放城市之一。中共中

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特区办公室，沿海开放城市以及内地的广大读者

都希望看到一张及时反映北海改革开放情况的报纸。同年 4月中旬，北海市委决

定申请创办北海报，经广西区党委宣传部批准，5 月，市委委托市委宣传部筹建

报社。同年 10月 1 日，《北海日报》的前身《北海报》正式创刊。

报纸沿革

1984 年 10 月 1 日，《北海报》创刊。报纸为四开四版，周一刊。1985 年改

为周二刊。1986 年 1 月 1日，《北海报》改名为《北海日报》，周六刊，仍为四

开四版。1993 年 1 月 1 日开始增至周七刊。1993 年 7 月 1 日，《北海日报》开

始改为对开四版，周七刊。1996 年 5 月，因试办子报《北海晚报》，日报改为周

六刊。1997 年 1 月 1日，晚报正式创刊。1999 年 1 月 1日，晚报增为四开八版。

本报创刊后走的是一段艰难创业的道路。

由于地理的历史的种种复杂原因，解放后北海由地级市的商业口岸逐步萎缩

成一个渔业小镇，仅有 11 万人口，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后，北海虽然得到国家

的重视，但经济基础十分薄弱。1984 年，本报开办费只有 5 万元，创办后的两三

年间，一直面临经费不足、稿源不足、人力不足的捉襟见肘的困境。用当时当事

人的话来说，随时都有发表停刊告读者书的可能。

开始办日报时，编辑部仅有 34 人。人员从四面八方凑拢来，文化水平参差

不齐，青年人居多数，只有两三个人在报社呆过。借市府四间办公室办公，拥挤

不堪；印刷厂借用市商标厂的一角库房，不成样子。当年只有 5 万元广告收入，



发行量每期为 5000 份。

面对这种情况，1986 年—1987 年，一面艰难地维持正常出报，一面抓采编

队伍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到 1987 年底，人员充实至 60多人，

经过业务培训和工作实践，采编人员基本熟悉办报业务；结合本报的实际吸取兄

弟报社的经验，订出了办报的 17 个规章制度，使报社的日常工作有章可循，协

调一致；建成了报社印刷厂，有了报社自己的办公场所（印刷厂的第三层楼）。

1988 年—1990 年，报社领导已有可能用较多的精力抓报纸。1988 年报纸质

量明显提高，进入区内地市报纸的中上水平。根据开放城市的宣传需要，1988

年底，提出把《北海日报》办成开放型报纸，调整机构，进行改版，并提出了把

《北海日报》办成优秀地市报的近期目标，当时很好地起到鼓舞人心、调动办报

积极性的作用。

1991 年—1993 年，乘借九二九三年北海开发热潮，报社的事业有了长足的

发展。1993 年广告营业额剧增至 1000 万元，编辑部从 10个省公开招聘 26名采

编人员，使报社扩充至近百人，并于当年 7 月 1 日开始改为对开四版，周七刊。

1993 年至今，《北海日报》经济处于平稳的发展时期，但报纸质量有了长足

的进步，连续两届（两年为一届）被评为“广西优秀报刊”，在广西新闻出版系

统的各项评比中，好稿质量、数量均名列前茅，仅 1993 年，获自治区好新闻共

16 篇，为全区地市报之首。1997 年，本报提出了“提高人员素质，提高报纸质

量，奋斗三年，向全国优秀地市报冲刺”的奋斗目标。当年，通讯《请市长吃西

瓜》荣获中国新闻三等奖，为本报创刊 13年以来零的突破，也是当年广西报业

界唯一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当年，创刊仅 8 个月的《北海晚报》在 105 家晚报编

排校质量抽查评比中，排列第十一名，为广西晚报类报纸之首。日报关于“科技

副职楷模”何明海的报道，得到中宣部、区党委宣传部两家“阅评”资料的好评。

并获市委宣传部通报表彰。

报纸的基本特色

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的一张党报，《北海日报》的报道思想和报道内容都具有

明显的开放性。近年办得最出色的是一版。整个要闻版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每



版平均发稿 16篇以上，多至 20多篇。突出重点和兼顾面上的报道配置得当。稿

件的指导性和时效性都很强。既有根据宣传需要而适量开辟的专栏，也有自己固

定的名专栏（如《社会大哥大》和《海角漫话》等）。

整张报纸，广西区内同行公认有以下特点：①言论以及系列言论写得好，指

导性强；②经常性开展连续报道、追踪报道，社会效果好；③发挥报纸舆论的监

督作用，大胆进行批评报道，为民申张正义，并持之以恒；④标题制作灵活精警，

别具一格；⑤一版坚持配以新闻漫画，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事业发展近况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经营，目前北海日报社已初具地市报社的规模。1995 年建

成近 4200 平方米的宿舍楼，1997 年建成 48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办公大楼，编辑

部人员全部解决了住房问题，近半数人还在建“顶天立地”的新住宅。多数采编

人员的交通工具以摩托车为主，并配有电话、照相机。印刷厂早就实现电脑激光

照排，虽然还使用国产双色胶印轮转机，但印刷厂的年营业额已超过 1600 万元。

广告营业额稳定在 500 万元以上。

队伍建设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本报已建成一支较强的地市报专业队伍。编辑部现有 101

人，其中，副高级职称 7人，中级职称 50人，初级职称 16人。大学本科学历 35

人，大学专科学历 40人，中专学历 5 人，高中学历 18人。人员平均年龄 40岁。

历年获得的主要荣誉

1993 年，获市委组织部颁发的知识分子工作先进单位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讨论舆论宣传工作中获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区新闻出版局颁发的先进单位奖。

1994 年，获“广西优秀报刊”二等奖；在抗洪救灾工作中获广西区党委和区

人民政府颁发的先进集体奖。

1995 年，获全市宣传工作先进特等奖。

1996 年，获“广西优秀报刊”二等奖；获广西新闻出版系统先进集体奖。



历届主要领导成员

第一届(1986-1990)

总编辑：黄河清

副总编辑：郭仪昌 李兴 曾松英

第二届（1990-1993）

社长兼总编辑：符景光

副总编辑：何仲凯 杨衍家

第三届(1993- )

社长兼总编辑：蒋钦挥

副总编辑：何仲凯 杨衍家 叶乐阳 梁思奇

副社长：朱新权

北海晚报总编辑：何仲凯（兼）

副总编辑：刘海贤 高良铨 张秀雄

报社地址：广西北海市长青东路

邮编：536000

电话：2028570 2037558 2029811

北海日报获奖作品选目

年度 作品标题（名称） 获奖档次 获奖等级 作者姓名 编辑姓名

一
九
八
六
年

他们在争分夺秒 广西新闻奖 好新闻奖 姚贻平 李兴

浪子回头致富曲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胡永昌

一

九

八

七

年

没有新娘的婚礼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陈林 何仲凯

不到黄河心不死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黄伟钦

北海蔬菜生产究竟谁管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颜纯喜 曹汝良

向南廓先生学习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吴威 高良铨

北海蔬菜生产究竟谁管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三等奖 颜纯喜 曹汝良



年度 作品标题（名称） 获奖档次 获奖等级 作者姓名 编辑姓名

一

九

八

八

年

为了腾飞不应拔毛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黄河清

望尘莫及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黄伟钦

来自黑土地的忧虑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罗远琨

辛苦养猪一年不如卖肉一天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罗远琨

来自黑土地的忧虑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三等奖 罗远琨

情系北门河 广西地市报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韦照斌 赵红雁

清明特写 广西地市报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刘海贤

高良铨
刘海贤

一
九
八
九
年

既然无米为何还垒灶 广西新闻奖 好标题奖 姚贻平

北海日报 1989.9.9 第三版 广西新闻奖 好版面奖 刘海贤

再议文人和钱 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三等奖 韦照斌 刘海贤

当心娇坏孩子 全国州盟地市报好新闻奖 优秀奖 胡永昌

断手与金牌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刘海贤

人在秋天 广西地市报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石山浩 韦照斌

艰难的起步 广西地市报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韦照斌

雕塑
广西地市报副刊优秀作品

奖
三等奖 高良铨 赵红雁

深山闻鹧鸪
广西地市报“八挂潮”小说

征文奖
三等奖 赵红雁

歌王
广西地市报“八桂潮”小说

征文奖
三等奖 赵红雁

一
九
九
零
年

一鸣惊人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黄伟钦

蜗牛=祸牛？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黄庭黎 姚贻平

彭姓张姓都是同根生 广西新闻奖 好标题奖 姚贻平

看蛇怎样吞象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曹永明 刘海贤

北海日报 1990.4.21 第三版 广西新闻奖 好版面奖 刘海贤

北海日报 1990.3.22 第二、三版 广西新闻奖 好版面奖 刘海贤 高良铨等

请给他进行人口普查登记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胡永昌

断手与金牌 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刘海贤

艰难的起步 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三等奖 韦照斌

哦，春夜茶市 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优秀奖 高良铨 韦照斌

断手与金牌 广西“八桂姿彩征文”奖 二等奖 刘海贤

知识分子的算命热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三等奖 高良铨



年度 作品标题（名称） 获奖档次 获奖等级 作者姓名 编辑姓名

一
九
九
一
年

远离文盲的海岸线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王善健 林春村

北海日报 1991.9.4 第一版 广西新闻奖 好版面奖 黄伟钦

欲速不达 广西新闻奖 好漫画奖 黄伟钦

面对禁牌怎么办？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姚贻平

姓农想农支农财发店发业发 广西新闻奖 好标题奖 姚贻平

我见到了活雷锋 广西新闻奖 好照片奖 潘利远 姚贻平

穿着花裙子的狼外婆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韦红映 姚贻平

党江乡搞水利冬修注意保护农田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罗远琨

炸药用完了 广西新闻漫画大赛奖 一等奖 黄伟钦

穿着花裙子的狼外婆 全国州盟地市报新闻奖 三等奖 韦红映 姚贻平

时事专栏《广角镜》 新华社时事作品评选奖 三等奖 蔡小莲 许海鸥

中国—放飞的风筝 全国风筝诗大赛奖 优秀奖 赵红雁

党报副刊编辑的宣传意识刍议 广西地市报副刊好作品奖 优秀奖 韦照斌

如何帮助业余小说作者提高用稿率 广西地市报副刊论文“振

兴”奖

优秀奖 赵红雁

艳说林溪风雨桥 广西地市报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黄钟警 韦照斌

海的集市 广西地市报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高良铨 韦照斌

火山岛的魅力 广西“先锋礼赞征文”奖 三等奖 刘海

一

九

九

二

年

人才向这里涌动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宋德清 潘世远

不妨枪打出头鸟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黄高维 梁绍标

一句话打发 广西新闻奖 好漫画奖 黄伟钦

我市首次电话号码拍卖取得巨大成

功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黄闯

“导活”论 广西新闻学术论文奖 优秀论文奖 何仲凯

论副刊的教育功能与编辑的开放意

识
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优秀奖 韦照斌

人才向这里涌动
广西八桂现场短新闻大赛

奖
二等奖 宋德清 潘世远

蓝湛湛的水育出白花花的银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好标题奖 卜树森 姚贻平

皇都之歌 广西地市报副刊好作品奖 三等奖 刘海贤 韦照斌

世界向他走来 广西地市报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高良铨 韦照斌

从难民到团长 广西地市报副刊好作品奖 三等奖 刘海贤 韦照斌

最后的留影 全国州盟地市报新闻奖 优秀奖 胡永昌



年度 作品标题（名称） 获奖档次 获奖等级 作者姓名 编辑姓名

一

九

九

三

年

正义必定战胜邪恶 广西新闻奖 一等奖

傅永明叶乐

阳

胡丽华蔡锦

军

蒋钦挥姚

贻平

归还农民要价权 广西新闻奖 一等奖 卜树森

林茵，我们盼你站起来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孙国强郭铭

光等

蒋钦挥姚

贻平等

聚首 广西新闻奖 一等奖 胡永昌

珠乡珠民巧经营大珠小珠出玉盘 广西新闻奖 好标题奖 卜树森

社会大哥大（专栏）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李军李培政
蒋钦挥姚

贻平

祝酒辞 广西新闻奖 好漫画奖 黄伟钦

一畦菜地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梁思奇

山鹰之歌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韦照斌

北海有个“公司村”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封保华

拒绝与尊严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刘永平 刘海贤

北海日报 1993.11.30 第一版 广西新闻奖 好版面奖 林业霞 叶乐阳

市场怨声何时了菜农困惑知多少 广西新闻奖 一等奖 蔡锦军 蒋钦挥

不买摩托建学校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元东 梁军

铁山港开发是今年的重头戏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北铁港

记忆水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田代琳

沉浸涠洲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黄金凡 黎平

四十六根绳子系住的生命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二等奖 刘永平 金泉

珠乡珠民巧经营大珠小珠出玉盘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好标题奖 卜树森

说狗论价 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三等奖 刘永平 刘海贤

沉浸涠洲 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黄金凡 黎平

珍珠传友情 全国州盟地市报新闻奖 优秀奖 胡永昌

妙哉，“妙”人才 全国州盟地市报新闻奖 三等奖 吴为民 黄礼伟

注目工捆 广西报纸副刊好新闻奖 一等奖 刘玉珠 韦照斌

阿爸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三等奖 简小彬 黄金凡

沉浸涠洲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三等奖 黄金凡 黎平

党报副刊要适应经济大潮的冲击
广西报纸副刊专业优秀论

文奖
三等奖 赵红雁 韦照斌

军营，我们的的伊甸园 广西地市报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韦照斌



年度 作品标题（名称） 获奖档次 获奖等级 作者姓名 编辑姓名

一

九

九

四

年

市区西瓜市场见闻 广西新闻奖 一等奖 宋德清
姚贻平叶

乐阳

北海，需要一种精神 广西新闻奖 一等奖 肖伟俐
梁思奇蒋

钦挥

正义的审判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田成双王宁

苏比坚粱润

武

蔡锦军海丰

“的士”司机呼唤“安全感”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温华森 郭铭光

情溢故里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韦照斌

替瓜农说句话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叶乐阳

金色峡谷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吴景娅

一个中师生的遭遇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龚靖娟

种也难卖也难瓜农诉苦真心酸 广西新闻奖 好标题奖 叶乐阳

大款的零钱 广西新闻奖 好漫画奖 黄伟钦

注意，有超生游击队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胡永昌

北海日报 1994.6.6 第一版 广西新闻奖 好版面奖 罗辉

市八小 500 名同学签名告别电子游

戏室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吴聪

记忆水 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三等奖 东西 黄金凡

忌口 中国晚报新闻奖 三等奖 刘永平 刘海贤

市区西瓜市场见闻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三等奖 宋德清
姚贻平叶

乐阳

北海日报 1994.6.6 第一版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好版面奖 罗辉

市区西瓜市场见闻 全国州盟地市报新闻奖 三等奖 宋德清
姚贻平叶

乐阳

淬火时节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胡永昌

走向工地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吴景娅 刘玉珠

窗口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吴景娅 刘玉珠

金色峡谷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吴景娅 刘玉珠

南珠有魂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三等奖 黄金凡 赵红雁

遥想一种风景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三等奖 黄金凡 黄金凡

走向辉煌 广西地市报“八桂风流”
征文奖 三

等奖
张兴勉 黄金凡



年度 作品标题（名称） 获奖档次 获奖等级 作者姓名 编辑姓名

一

九

九

五

年

主席拧紧螺丝钉牵动多少记者心 广西新闻奖
总编辑摄影

奖
叶乐阳

怎能拿退休工人开刀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胡丽华 蒋钦挥

吴周华凛然护法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劳文贤 梁思奇

蒹葭苍苍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张艳蕊 赵红雁

都市人的尴尬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胡芳 赵红雁

“丰豪”昨日被拆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李培政 叶乐阳

“怕”字当头万事空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叶乐阳 蒋钦挥

滨城回响一曲正气歌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邓绍亮张以

祥

胡丽华叶乐

阳

陈霞

梁思奇姚

贻平

三千粤女下营盘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唐昌辉 梁思奇

时髦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黄伟钦

无牙老虑恶三天三发作…… 广西新闻奖 好标题奖 梁思奇

北海日报 1995.8.4 第一版 广西新闻奖 好版面奖 罗辉

大珠小珠落玉盘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二等奖 胡永昌

怎能拿退休工人开刀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三等奖 胡丽华 蒋钦挥

吴周华凛然护法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三等奖 劳文贤 梁思奇

北海出租车忧思录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三等奖
温华森郭铭

光
叶乐阳

俄罗斯，又喝多了…… 中国时事新闻奖 二等奖 刘玉珠

你好，黎明 广西地市报副刊好作品奖 一等奖 刘玉珠 韦照斌

不倦的生命之潮 广西报告文学大奖赛 一等奖 许可



年度 作品标题（名称） 获奖档次 获奖等级 作者姓名 编辑姓名

一

九

九

六

年

请市长吃西瓜 中国新闻奖 三等奖 宋德清 蒋钦挥梁

思奇

多谋事，少谋人 广西新闻奖 一等奖 梁思奇 蒋钦挥

请市长吃西瓜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宋德清 蒋钦挥梁

思奇

救人何必曾相识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胡永昌

轻轻重重谈负担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罗远琨 黄庭黎刘

永平

舍生忘死救亲人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邓敦良

管住一张嘴赢得一片心 广西新闻奖 好标题奖 蒋智军

醉时不知天地高醒来不见乌纱帽 广西新闻奖 好标题奖 石山浩

北海日报 1996.9.17 第一版 广西新闻奖 好版面奖 罗辉

单行线取消以后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刘海贤

观喷泉落深坑女博士获赔索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陈瑾 李培政

四年行程七万里望子成龙慈父心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高良铨 蒋钦挥

看不见摸不着的困惑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胡丽华卢元

华

黄庭黎

肩负重荷 中国地市报新闻美术评选

奖

三等奖 黄伟钦

知名度与知民度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二等奖 梁思奇 蒋钦挥

请市长吃西瓜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二等奖 宋德清 蒋钦挥梁

思奇

北海日报 1996.9.17 第一版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好版面奖 罗辉

一个村支书的苦恼 中国州盟地市报新闻奖 一等奖 许海鸥 蒋智军

世界政坛人物漫像 全国她市报好新闻美术奖 二等奖 黄伟钦

轻轻重重谈负担 全国州盟地市报好新闻奖 三等奖 罗远琨 黄庭黎刘

永平

请市长吃西瓜 全国州盟地市报好新闻奖 三等奖 宋德清 蒋钦挥梁

思奇

买鸟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吴成明 赵红雁

北海晚报 1996.9.13 第一、四版 中国晚报新闻奖 好版面奖 刘海贤

微笑的李国文 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奖 三等奖 许可 韦照斌

大批读者志愿盗助失学儿童 中国晚报新闻奖 二等奖 黄闯、刘海贤

等

补的闲话 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三等奖 刘永平 黄克歧

生命如歌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许可 吴景娅



年度 作品标题（名称） 获奖档次 获奖等级 作者姓名 编辑姓名

一个村支书的苦恼 新华社时事新闻奖 一等奖 许海鸥 蒋智军

放眼神州 新华社时事新闻奖 二等奖 许海鸥石山

浩

陈红光

《国际副刊》(专栏)96.12.14 三版 新华社时事新闻奖 二等奖 许海鸥

一个村支书的苦恼 新华社通讯员优秀作品奖 优秀奖 许海鸥 蒋智军

今年月饼质量令人咋舌 广西维护消费者权益好新

闻奖

二等奖 黄金凡 孙国强

伪劣化肥，你也有今天 广西维护消费者权益好新

闻奖

三等奖 黄金凡黄庭

黎

高良铨

年度 作品标题（名称） 获奖档次 获奖等级 作者姓名 编辑姓名

一

九

九

七

年

魂牵梦绕蓝土地 广西新闻奖 一等奖 黄金凡 石山浩

收费怎一个“乱”字了得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黄金凡
梁思奇蒋

智军

众“阿芬”喜上学堂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朱小曲

黄比坚田

成双

姚贻平蒋

智军

金中打出南珠牌珠城陡然起波澜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黄庭黎 潘世远

“马佬”闯世界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胡永昌

机关“减肥”基层“长肉”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蒋纬全 梁思奇

跳出北海看北海 广西新闻奖 二等奖 梁思奇 蒋钦挥

钱入眼入钱眼躲不过“法跟” 广西新闻奖 好标题奖 梁思奇

门前有棵“消息树”…… 广西新闻奖 好标题奖 石山浩

干警挺身止殴斗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梁文坤 蒋纬全

大自然的报复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高良铨马斌 许开德

这费那费该废则废…… 广西新闻奖 好标题奖 李培政

甜甜马蹄“踩”伤农民心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罗远琨梁绍

标

蒋纬全韦

红映

师生忧天 广西新闻奖 三等奖 黄伟钦

众“阿芬”喜上学堂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三等奖 朱小曲

苏比坚田

成双

姚贻平蒋

智军



年度 作品标题（名称） 获奖档次 获奖等级 作者姓名 编辑姓名

这费那费该废则废……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好标题奖 李培政

北海日报 1997.8.27 第一版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好版面奖 许海鸱张捷

甜甜马蹄“踩”伤农民心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三等奖
罗远琨梁绍

标

蒋纬全韦

红映

好一个“连放三天”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三等奖 梁思奇

钱入眼入钱眼躲不过“法”眼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好标题奖 梁思奇

四农民出资办校扫盲 中国地市报新闻奖 三等奖 龙先球 姚贻平

跳出北海看北海 全国州盟地市报好新闻奖 一等奖 梁思奇 蒋钦挥

收费，怎一个“乱”字了得 全国州盟地市报好新闻奖 二等奖 黄金凡
梁思奇蒋

智军

甜甜马蹄“踩”伤农民心 全国州盟地市报好新闻奖 三等奖
罗远琨梁绍

标

蒋纬全韦

红映

南康糖厂向请柬告别 中国晚报新闻奖 二等奖 张亮
高良铨陈

瑾

怒海还生 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优秀奖
刘海贤苏日

富
赵红雁

小妹啊小妹 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优秀奖 吴景娅 许可

这节那节“节节攀升” 新华社时事新闻奖 一等奖 梁思奇

北海日报 1997.6.21 四版 新华社时事新闻奖 三等奖 许海鸥

“生手”不怕“熟手”不难 新华社时事新闻奖 三等奖 李培政

农民家里钱粮少村官肚里酒肉多 新华社时事新闻奖 二等奖 李培政

“体育新闻”专栏 新华社时事新闻奖 三等奖李
培政 f 与人合

作
)

信任危机
开放城市党报新闻漫画大

赛奖
三等奖 黄伟钦

祝酒辞
开放城市党报新闻漫画大

赛奖
二等奖 黄伟钦

小贩“惊风”
开放城市党报新闻漫画大

赛奖
二等奖 黄伟钦

愁衣
开放城市党报新闻漫画大

赛奖
三等奖 黄伟钦

明星·职业病·邓肯自传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许可 黄克歧

怒海还生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一等奖
刘海贤苏日

富
赵红雁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好姑娘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三等奖 吴景娅 许可

雪儿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三等奖 翟展奇 许可



年度 作品标题（名称） 获奖档次 获奖等级 作者姓名 编辑姓名

变化的，岂止是几个数字 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二等奖 黄金凡
粱思奇蒋

智军

《五味尝尽的“头儿、“兵哥”》
中国地市报怎样做好部主

任征文奖
二等奖 温华森

北海一国有企业法人代表公费消费

欠账被起诉

新华社“秦池杯”短新闻大

赛奖
三等奖 许海鸥

北海一国有企业法人代表公费消费

欠账被起诉

新华社地方特约通讯员优

秀作品奖
优秀奖 许海鸥

“品牌”延伸的艺术
纪念“邵飘萍经济杯”全国

杂文大赛奖
三等奖 刘永平

阳寿尚几何
广西维护消费者权益好新

闻奖
三等奖

粱绍标姚贻

平

姚贻平蒋

纬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