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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0 多岁的李兴坤，退
休前曾担任常州外事办副主任，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有不少值
得怀念的往事，令他印象深刻的
是 21 前，他曾亲自参与的一场
新闻发布会。

1997 年 10 月 5 日至 8 日，
应外交部新闻司和常州市人民
政府的邀请，英国路透社、日本

《朝日新闻》等一批高规格的外
国 媒 体 来 常 州 进 行 了 参 观 采
访。由我市单独邀请这么多知
名外国新闻机构来采访，在当时
常州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邀 请 外 媒 来 常 ，想
让世界听见常州的声音

1997 年 2 月 27 日，时任外
交部新闻司司长沈国放来常州
调研，由常州外事办负责接待，
当时大家就如何提高常州的对
外知名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李兴坤告诉《档案柜》记者，
他当时对沈司长说，在江苏，提
起苏州，人们会想到苏州的园
林，以及新加坡工业园；提起无
锡，人们会想到太湖，一首《太湖
美》就是无锡的“活广告”；南京
是六朝古都，闻名中外。而常州
这几年在对外宣传方面虽然做
了许多工作，但在国际上的知名
度还远远不够，他提出，是否可
由外交部新闻司出面，邀请外国
媒体来常州，由外交部新闻司和
常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举行外国
记者招待会，并参观常州的发展
成果，从而让世界更多地了解常
州，提高常州的对外知名度。

同年 6 月 3 日，李兴坤和同
事曹银兴等人又赴京，与沈国放
司长及外交部的其他相关负责
人就邀请外国记者来常召开记
者招待会一事，进行了具体商
讨，决定委托北京外国记者俱乐
部举行冷餐会，向外国驻京记者
介绍常州情况，并代表常州市政
府邀请他们专程来常采访。

在北京的冷餐会上，一些外
国记者当场表示愿意来常州采
访。记者在常期间，外交部新闻
司、省外办均派员前来指导工
作。常州市委、市政府对这次接
待任务高度重视，因为外国常驻

中国记者通常对中国的政治、经
济等情况较为熟悉，而且提问题
比较尖锐，准备工作必须做得十
分充分。

路 透 社 、《朝 日 新
闻》等外媒来常采访

李兴坤记得，外媒记者是当
年 10 月 5 日到达常州的，有英
国路透社、日本《朝日新闻》、日
本《读卖新闻》、联合国《国际新
闻》、德国《法兰克福报》、瑞典

《每 日 新 闻》、丹 麦《基 督 教 日
报》、爱沙尼亚国家电视台等新
闻机构的十余名记者。

当时，正逢“十五大”闭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8 周年之
际，举国上下正在积极学习贯彻

“十五大”精神，加快国有企业改
革的步伐。这正是记者要采访
的重点内容，也给外事接待工作
带来了新的课题。10 月 6 日上
午，由时任常州市长孟金元比较
全面地介绍了常州的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投资环境、可持续发
展战略、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事
业等方面的情况。6 日下午，又
由常州“十五大”代表、时任市委
书记虞振新会见外国记者并回
答问题。

为了使外媒记者们真实、全
面了解我市经济发展、企业改革
和社会事业方面的情况，7 日至
8 日，我市组织外国记者进行了
参观采访，并特意选择了国有、
集体、私营、中外合资、外商独资
企业等代表各种经济成分的企
业让他们参观。参观的国有企
业有常柴集团、戚墅堰机车车辆
厂、黑牡丹股份有限公司；中外
合资企业有中美合资梅特勒·托
利多（常州）衡器有限公司、中日
合资金狮普利司通自行车有限
公司；民营企业有月星家具有限
公司。另外，还安排参观了常州
新的经济增长点：常州高新区以
及刘国钧职教中心、红梅西村居
民小区。

采访中的“意外”：
记者突然走进居民家里

李兴坤告诉《档案柜》记者，
在那次接待过程中，他们始终把
热忱相待、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
于整个接待工作中，介绍成绩不
夸大，存在问题不回避，以事实
说明和回答问题，使记者感到这
次采访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是
有新闻价值的。

在记者参观独资企业新加
坡城和中日合资企业金狮普利
司通公司时，接待人员请两位外
方经理介绍情况并回答提问。
当时，吴惠森副总裁和山崎南海
男总经理分别用英语和日语向
记者介绍了他们企业筹建的过
程，从投资环境、经济效益到常
州市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
使他们的企业得以顺利发展，都
做了非常中肯详细的介绍。

在记者参观月星家具有限
公司时，公司总裁丁佐宏以一个
在常州打工的苏北小木匠，经过
一步步打拼，逐步成为江苏家具
行业的龙头企业的亲身经历，说
明私营企业在中国、在常州是有
发展前途的。一些记者采访后
说，月星家具有限公司是中国私
营企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安排参观住宅示范小区
红梅西村时，事先并未安排参观
居民家庭。参观临近结束时，却
发生了一个“意外”：有几名记者
突然提出，要走进居民家庭看一
看。这完全不在行程的安排之
中。李兴坤回忆，当时他很坦然
地回答记者，没问题，随您挑，随
您选。记者立刻随机走进了两
户家庭，一个小户，一个大户，经
采访得知，主人都是退休工人。
虽然家里没有豪华的装饰和陈
设，但厨卫设施一应俱全，室内
窗明几净，室外环境优美。记者
和他们聊了起来，询问他们的家
庭收入、日常生活等情况。《法兰
克福报》记者蒂尔贝尔深有感触
地说，我以前到中国其他地方访
问，也参观了许多居民家庭，总
怀疑是事先安排好的，是特意挑
那些光鲜的给我们看。这次搞

了个突然袭击，我信了，谢谢常
州为我提供了一个了解普通中
国百姓生活的机会。

“常州的新闻都上了
《朝日新闻》，我们作为友
好城市也感到骄傲”

外媒记者们在常州呆了三
天，每到一处都积极采访，踊跃
提问。在他们离常前，《法兰克
福报》记者蒂尔贝尔、英国路透
社记者施忠廉、日本《朝日新闻》
记者铃木晓彦分别接受了常州
本地新闻媒体的采访，他们高度
评价了这次采访活动的安排和
对常州的美好印象。他们说，以
前常州对他们来说是个完全陌
生的城市。通过这次采访，深切
体会到常州是一个经济发达、环
境优美、对外开放水平较高的城
市，他们一定向国际新闻界客观
报道常州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
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路透社记
者施忠廉为了及时发稿，甚至连
欢送的宴请也未参加。爱沙尼
亚国家电视台记者包德金的父
亲上世纪 50 年代曾经到中国访
问过，还曾出版过访华书籍。包
德金说，他也要像他的父亲一
样，用他的笔和镜头，把发生了
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把美丽的
常州呈现给爱沙尼亚人民。

据后来反馈的信息，路透社
记者施忠廉就常州国有企业的

改制发表了三篇文章。他在文
章中详细介绍了常柴集团、戚墅
堰机车车辆厂的改制过程和改
制后的变化。他在文章中还说，
他 坚 信 常 州 的 未 来 将 更 加 美
好。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铃木
晓彦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中
国，打出引进股份制的牌》一文，
文章报道了常州国有企业的改
制情况。同年 10 月底，李兴坤
随市政府访问团访问日韩，当他
来到友好城市高槻市和所泽市
时，日本友人拿着刊有常州消息
的那张报纸对他说：你看，常州
的新闻都上了我们的《朝日新
闻》啦，常州所取得的成绩可喜
可贺，作为常州的友好城市，我
们也感到骄傲。

李桦 采访整理
图片由李兴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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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前的一场外国新闻记者招待会

当时的外国记者招待会现场当时的外国记者招待会现场

李兴坤（左二）在陪同外国记者采访

“口述档案”，请找我们讲述
您与常州的故事，共同用文字和
老照片，拂去历史尘埃，留住珍
贵记忆。

电话：85681017
邮箱：45081294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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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记者在月星家居采访。图右一为李兴坤，右二为月星家具集
团总裁丁佐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