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1992 年的传媒风云

/黄春华

1984—1992年这短短的 9年，是中山市报纸、广播、电视、期刊四大种类

传统媒体从无到有的起跑期，在此之前，肩负着前媒体时代新闻职责的就只有有

线广播网络。1984年，中山人民广播电台、中山电视台获批准创办，文艺报《香

山》始办，1989 年石岐有线电视台成立，自此，中山市民终于可以通过报纸、

声音电波和荧屏画面等多种渠道获得本地资讯。及至 1992年，市委机关报《中

山报》创刊，内部刊物《中山画报》创办，中山迎来了大大小小 6个媒体并存的

传媒新时代。

一、广播电台：一发音就是立体声

中山在 1951年 5月就成立了广播收音站，后更名为县广播站，转播中央和

省电台的部分节目，同时也自办本县的综合新闻节目和一些文艺节目。1958年

后，一大批公社级（区级）的广播站办了起来，到 1969年还架设了总长为 210

公里的从县城石岐到各个公社的广播专线，1970年还完成了电话线载波传输广

播信号。这个网络的终端是置于田头、车间的大喇叭和安装到小部分人家中的有

声绿色木盒子。据在中山广播站工作了 37年的李燄回忆，到 20世纪 70年代末，

全县 300个大队通播率达到 92%，全县入户喇叭 3.4万只。中山电台首任台长刘

棣宽回忆，这种喇叭到 1984年，全市还有 3000多个。随着改革开放后电视机、

收音机的普及，这种落后的有线广播已明显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摆脱不了被淘汰

取代的命运。

1984年 9月 24日，中央广播电视部、广东省广播电视厅批准中山市建立调

频立体声广播电台，呼号为“中山人民广播电台”。次年 11月 23日，该台正式启

播，取代有线广播。

从批准到启播，经过了 14个月的筹备和试播。为什么要如此长时间？刘棣

宽解释道，皆因人、财、物的不足。

1984年建台批文下来时，中山市广播站只有 3名播音员。当时的中山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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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县建市，播音主持类人才奇缺。经过一番广泛的招贤纳士，并在镇区广播站抽

调精英，才凑足了开播的人马。台址就设在孙文中路 196号现今图片社旁边的一

幢小楼内，资金缺乏，设备更缺。没有录音室和直播室，全台员工自己动手，搞

隔音，装灯光，土法改建；那时一台调音台动辄过万元，不够钱购买，就动用个

人关系联系了广州一位音乐学校的老师李先生，借来了一台调音台进行试播。与

听众交流点播歌曲的设备，则是卡式录音机和唱盘。

当时的广播节目有新闻、文艺、粤曲和服务等几大类，除新闻节目外，其余

均由节目主持人主持并直播，一改过去先录音后播出的做法。刘棣宽说，全省各

地级市中，中山电台是最早实行直播节目的。

成功试播后，市政府批拨了 5万元作为开播经费，让电台新添了一些录音设

备。启播当天，省广播电视厅厅长何栋才、市长汤炳权出席了仪式并揭幕。新办

起来的中山广播电台使用 FM90.4兆赫和 FM98.8兆赫播音，发射功率为 100瓦，

每天播出时间分早、午、晚 3节共 12小时。

遵循着“面向群众，服务社会”的办台宗旨，电台把工作重点放在办节目上。

新闻节目注重时效和信息量，1987年平均每日播出新闻 21.5条，接近 1984年广

播站时期的两倍。一批优秀新闻在全省广播系统评比中获得大奖。如《中山企业

集团健康发展，在全市经济建设中显出强大生命力》获得了 1990年度广东省电

台集体记者优秀作品一等奖，《张家边区 48名外商和个人全部返厂开工》，及时

发布于 1989年风波之后，引导舆论，稳定人心，获得当年广东广播新闻二等奖；

文艺节目方面，则力求做到教育性与娱乐性相结合，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此外，

中山电台还实施开门办台，将节目办到社会中去，与一些机关团体合办专题，现

场直播一些大型文艺体育活动。1987年至 1989年下半年，中山电台受市委、市

政府的委托，公开征集“中山人精神”、“市民守则”和“公德警句”，收集到 3900

多条来稿，最后由市有关部门组织评议定出“团结、爱国、求实、创新”的八字“中

山人精神”。

为提高播出的音质，扩大覆盖面，1987年 10月，中山电台将两层双偶极子

调频发射天线装到西区的马山的发射塔，使发射天线的高度增高了 3倍，覆盖范

围除坦洲、三乡两镇因受五桂山主峰阻隔，收听难度较大之外，远及邻近的县市

包括番禺、顺德、南海、佛山、新会、江门、开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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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经费的不足，中山电台还开设了广播电视器材公司，经营唱片、卡带、

音响器材、投影机等，“其中，投影机一项就赚了几十万元，在电台初办期提供

了有力的支持。”刘棣宽介绍说。这批进口投影机广受欢迎，销售到全国各地，

有四川等省的客户还专程来中山求购。“每次装卸货时，大型平板卡车驶进孙文

中路，还要动用警察封路。”可见这小小器材公司生意做得也不小。广告方面，

刘棣宽记得，1985年开播时全年广告收入才 5000元左右，之后突破了万元和 10

万元关口到几十万元，1992年超额完成了 100万元的预定任务。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位于孙文中路的那座小楼已承载不了广播事业的迅猛

发展，刘棣宽申请政府拨款建设新的大楼。最后批下来的，是政府同意划拨土地

和解决部分建楼款，其余由电台自行解决。时任副市长吕伟雄给台长支招：卖掉

旧楼补贴新楼。于是，孙文中路旧楼以 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当时翠亨镇（后

来翠亨镇并入南朗镇）的一家公司，政府拨款 40万元，于 1992年建成了位于兴

中道的新楼并完成了基本装修，其后，市政府再拨 20万元完善了编辑室和购置

了一批录播设备等。当年 2月，中山电台搬进了新大楼，楼上有发射天线，信号

能覆盖石岐城区。同年，他们还新开办了农村台，频率为 AM846kHz，发射功率

为 1kW，呼号为“中山广播电台农村台”，每天播出 16小时。1993年，中山电台

调频发射频率更改为 FM96.7MHz，0.3kW，发射基地由西区的马山搬到海拔 530

多米高的中山五桂山发射台。农村台节目与电台第一套节目合办，每天播音达

20小时。至此，中山电台的信号不仅能覆盖市内全境，而且远达湖南等周边省

份，甚至太平洋上冲绳岛一位曾在中国留学的听众也来信说收听到了中山电台的

节目。

二、电视台：一下子就冒出两个

1.中山电视台创办的筚路蓝缕

1984年 6月 27日，国家广播电视部、广东省广播电视厅批准中山市建立电

视台，呼号为“中山电视台”。1985年 3月 18日，中山电视台正式启播。首任台

长为冯泽春。

对于中山电视台的开播仪式，林础蒲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他以大涌镇广播

站站长的身份出席了这一盛典。当天在孙中山纪念堂举办了一场晚会庆祝启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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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全市直播。但在当时的设备和技术局限下，如何直播呢？唯有靠开动脑筋土

办法上马。“那天实际上是搞延时直播。仅有的一台摄像机一镜到底，即除了换

带的短暂时间外，不停机进行摄像，录满了一盒录像带，就马上派人送往西区的

马山发射站直接不编辑播出，这样不停地接力，终于让市民能够与现场保持着 1

小时的时差收看到整场晚会。”两个月后，林础蒲调往中山电视台，两年后升任

副台长，1997年，任台长。说起办台初期的艰辛，他如数家珍。

“最初只有 9个人。市里给了 19万元开办费，买了一台摄像机和一套编辑设

备后，就用完了。刚开播时，《中山新闻》的栏目是每周更新一次，直到 1988

年搬进新电视台大楼后才改为每日一播。”

开播之初，中山电视台的办公地点设于市委（即今天孙文中路博物馆）旁的

一幢破旧楼房内，八九名员工挤在这只有五六十平方米的空间内，没有专门的录

播室，只能等到晚上其他人员下班了，把办公桌椅搬开，才能腾出 5平方米左右

的空间来录播节目。单位里没有汽车，当时中山既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的士，每

次外出采访只能靠人力三轮车载着记者和重重的分体式摄像设备前往，有时还要

靠被访单位派车来接。当时电视台有一条工作要求：如果跌倒时，一定要保护好

机器。这在记者们的心中已上升到了“人与摄像机共存亡”的高度。后来，通过经

营创收，中山电视台在“博物馆时代”添置了第二支专业摄像枪。除了这两支专业

“枪”，还有两台家用级的摄像机，新手上岗，都只能先使用家用机，等师傅认为

徒弟的摇、移、推、拉技术到家后，才有操作专业机的机会。

设备简陋，大家就想了许多土办法来解决。例如“山寨”讲稿提示机，就是一

个很典型的例子。当年市长来电视台拍摄向全市人民致春节慰问的讲话，工作人

员事先把他的讲稿打印成一张长卷，卷在一根竹竿上，市长一边讲，工作人员一

边把纸卷往下拉，与此同时，一台小摄像机拍着这卷纸上的内容，再把画面实时

输送到主摄像机旁的一个屏幕上。市长看着屏幕上滚动式放大显示出来的讲稿提

示，就正好面对着主摄像机镜头，拍摄出来的画面生动、亲切、自然，效果很好。

“就是这样艰苦创业，中山电视台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林础蒲说。

1988年 3月，位于兴中道 2号之一的中山电视台大楼落成交付使用，每层

外观为两个正方体错开组成的八角形，在当时的中山算是设计独特的建筑物，市

民称之为八角楼（现已拆除建设新工人文化宫大楼）。搬迁后不久，市里拨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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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人民币，买了第三台专业摄像枪和几台监视器。

中山电视台的管理层意识到，虽然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给予了大力支持，

但仅仅等靠拨款是不能取得跨越式的大发展，必须要做精内容，并拓宽经营之路，

实现自给自足。从 1988年开始，电视台对中层岗位实行竞聘上岗，以激励机制

来迸发每一位员工的积极性。“各个部门都是兵选将，将选兵，双向选择，每个

人到月底把业绩一对照，就知道该领到多少奖金。1988年，广告部主任的经营

目标任务是 50万元。大家的士气很高，第一年的广告收入就达到了 70万元。”

林础蒲侃侃而谈。经营上去了，先进的设备不断添置，节目质量也得到迅速提升，

从而也促进了经营，形成良性循环。“到 1992年，电视台已发展到年收入二三百

万元。有了这几年打下的基础，从 1995年开始，中山电视台进入了起飞阶段，

年经营收入由 1000多万元稳步递增到 1998年的 5000多万元。”

吸引人才也是首要之举。在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电视新闻、主持等行业

的人才十分奇缺，中山电视台不拘一格招揽精英，队伍中既有科班高手，也有来

自一三九招待所、市粤剧团、商业系统、图片社等单位的各路人才。通过他们的

努力，中山人终于可以在电视荧屏前获知发生在身边的每日大事。如 1989 年 3

月 18日中山市举行第一届招商经贸洽谈会，中山电视台派出记者赴香港采访；

1991年红光林场发生特大山火，电视台 3名记者（其中两人是副台长）和市领

导一道冲到指挥扑救的最前线拍摄；1992年岐江酒家大火，新闻触觉敏锐的记

者也较早地赶到现场，记录了这一重大事件。即使是刚刚开办的五六年间，中山

电视台也有一大批新闻作品在全国、全省评比中获奖，如在 1989风波之年及时

向海内外乡亲和客商传递中山安定繁荣信息的《国内外 1000多名各中学同学回

到家乡恳亲》，获得当年度全国广播电视优秀节目评比三等奖；1991年度，反映

不良厂商苛刻要求工人加班、让几十人蜗居一室住宿的新闻《焉能让“包身工”

的悲剧重演》，获广东省电视好专题一等奖。

2.公共天线催生又一个电视台

从 1989年到 1999年这 10年间，中山还并存着另一个电视台——中山有线

电视台。它的前身就是创办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的中山市影声天线工程公司，

以及创办于 1989年 5月的中山市石岐有线电视台。

中山有线电视台原副台长何少华回忆说，20世纪 80年代，由于受到香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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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冲击影响，中山电影业经营遇冷。为解决人员富余的问题，“影声家电维修

部”就应运而生了，初创时仅有 12人，带头人是孙成伯。维修中需要使用电视信

号，于是，他们竖起了天线，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处理，获得了一个高清晰的信

号源。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靠自己竖天线来收看电视，信号差， “雪花” 干扰

大，常常要爬上房顶调整方向，很不安全，遇上台风还危及路人。影声家电维修

部的高清信号自然就羡煞附近的居民了，他们纷纷要求由此接驳信号到家里收

看，于是，在 1985年，石岐城区孙文中路附近的龙母庙街、牛角巷等地居民已

用上了“影声”的公共天线服务了。当时市里有关部门也觉得这种方式既解决了

“鱼骨”（天线）林立影响市容市貌的问题，也消除了安全隐患，既然屡禁不绝，

不如因势利导，引导其健康发展。按照规定，公共天线必须在保证中央台、省台

和地方台信号的基础上，才能搭载香港电视的信号。1987 年 9月，中山市人民

政府转发了《广东省电视共用天线管理规定》，再次强调了公共天线必须保证中

央、省、市电视台信号的传输和接收质量，并把电视公共天线定性为广播电视设

施，在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监督指导下，由广播电视部门管理。

就这样，影声家电维修部发展壮大成为了影声天线工程公司。为了获得清晰

的信号，他们曾经在横门海边收集信号再通过微波传送回城区，后来还干脆铺设

光纤来传送。20世纪 90年代初“影声”全面接管了中山城区的其他电视公共天线，

如山建、红峰等，还有了自己的加工厂，生产放大器等设备，除自用外还销往附

近县市。

由影声天线工程公司到中山有线电视台，之间还有着一段小插曲。当年，如

果遇上岐江桥开合机械故障不能通行，就会造成处于瓶颈位置的孙文西路大塞

车，而且每天都有大量未获悉者继续涌向这里。如何能将这些信息及时地通知广

大市民？一次，副市长吕伟雄找到影声公司总经理孙成伯来解决这一问题，孙想

到了一个办法，先把通知写到一张幻灯片上，然后投影到墙壁，再用摄像机拍下

来，把这段视频插播到电视剧的广告时段内。在电视收看率甚高的年代，这一招

十分有效，岐江桥封闭的消息很快就家喻户晓了。见此，许多商户找上门来，要

求“影声”在电视节目的间隙中插播开业、打折优惠等信息。“最初是纯文字的，

每次 50元。”何少华说，“1986年，就通过这样的插播，影声公司的广告收入就

有三四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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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启发，副市长吕伟雄觉得可以利用影声天线这一渠道在城区自办电视节

目，拓宽石岐城区地方文化的天地。于是，他与有关部门负责人商量，促成了石

岐有线电视台的创办，后来，他还协助该台从柏苑新村龙凤坊借用了两套房子作

办公场所，并给予 6万元的开办费。石岐有线电视台于 1989年 5月成立，当时

与影声天线工程公司是两个不同的独立单位。石岐有线电视台在影声天线系统中

采用一个独立的频道播放自办的节目，包括《息息相关》 《城监之声》等，报

道与城市建设、管理相关的市民身边事，例如，有一个专题介绍了“一飞冲天”

城雕的制作过程，观众评价颇高。而当时影声天线工程公司的网络用户已发展到

4万多户，并开始播出活动视频画面的自办内容。依靠在自办节目中及电视剧广

告时间段插播商业广告，两个单位都获得了收入来源，从而筹集了经费购买设备，

吸引人才，不断发展壮大。

1993年，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东省广播电视厅批准，石岐有线电视台

与影声天线工程公司合并，成立中山有线电视台，并保留“影声”公司为其下属企

业。中山有线电视台设立新闻部，自办新闻和社教类电视节目，是当时中山广告

收入最多的新闻单位。1999年 8月，中山电视台与中山有线台合并，自筹资金

建设、装修的城桂路新大楼落成启用。新中山电视台办有中山电视综合频道和公

共频道，自办栏目 20多个，合并第二年，经营总收入超过 1亿元。

三、结束中山 30 年没有新闻纸的历史

1961年，《中山报》由于纸张供应紧缺而停刊，自此 30年内，中山进入了

没有一份公开发行的新闻类报纸的历史时期。

1992年，以《中山报》的创刊为标志，中山新闻事业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

期。

当时，全国报纸数量剧增，到 1991年年底全国报纸已达 1610种。根据中共

中山市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创办《中山报》。1991

年 12月 6日，市委副书记欧家礼主持召开了创办《中山报》第一次筹备会议。

1992年 1月 9日，《中共中山市委、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中山报>筹备小组

的通知》作为当年市委的第 1号文件下发到各镇区及市直属副处级以上单位，欧

家礼担任《中山报》筹备小组组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金钻以及副市长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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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雄任副组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伯洲任筹备办公室主任（后成为首任社长、

总编辑）。郑金钻带领筹备办人员先后赴佛山、东莞、番禺、珠海、江门、广州、

汕头、潮州、惠阳、香港、澳门等地报社参观学习，吸取办报经验。18日，市

委宣传部在向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的请示中写道，“中山市是孙中山先生

的故乡，在国内外颇有影响，本市 100多万人民群众、海外 60多万侨胞和港澳

同胞多年来渴望创办地方报纸，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新创办的《中山报》为中

共中山市委机关报，属中共中山市委系列，正处级事业单位，归口中共中山市委

宣传部管理。该报定为对开四版”，“以周报起步，逐步向周二、周三以至日报过

渡。”

随着海报、电视广播新闻和广告的推出，创办《中山报》的消息马上不胫而

走，家喻户晓；面向全社会招聘记者，报名者多达数百人，第一场考试在老干部

活动中心的大会堂举行，座无虚席。两轮实战式的考试后，选出了新《中山报》

的第一批记者，他们来自学校、银行、企业等各行各业，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

验和较扎实的文字功底；另外，从国内各大报社招贤纳士，组成了中层骨干队伍。

当时的社址就设在孙文中路 144号一栋从教堂租来的民国时期建的西式小楼里。

5月，人员陆续到位，开展了长达一个多月的业务培训；5月 14日，市机构编制

委员会发出中编（1992）25号文《关于成立<中山报>社的通知》，正式成立中山

报社。6月 28日，《中山报》试刊 1号出炉，全报社员工及来自中山大学孙文学

院（今改名为电子科大中山学院）的一批学生等志愿者，在全市各繁华街头向市

民免费派发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每到一处均引来一轮“争抢”，许多市民把报

纸从头到尾全部看完仍意犹未尽，还珍藏起来；一些经历过 31年前报纸停刊的

老读者更是百感交集。从后来收集的反馈意见看来，大家的评价是试刊版面眉清

目秀，内容丰富，中山特色浓郁，基本达到了“扬党报之长，取晚报之形，集百

家之优，纳民众之声”的目标。

《中山报》试刊阶段为每周 1期，试刊 4期后，用了 1个月时间进行调整和

总结。1992年 8 月 28 日，《中山报》创刊，每周两期，逢星期三、五出版。创

刊大会在孙文中路市政府礼堂举行，各部门、镇区领导嘉宾，海外港澳乡亲代表，

通讯员共 400人出席。创刊号上，头版有岐江桥的浅色套红底图及“创刊”两个大

字，创刊词说明了报纸诞生的时代使命：“当前正以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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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奋力拼搏，力争用 15 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为达此宏伟目标，不但

要进一步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而且要加强正确的舆论导向。本报正是在这时

代的呼唤声中应运而生。”报纸该怎样去办？《创刊词》开宗明义，要办成“立足

本市，面向全国，辐射海外，具有地方特色的报纸”，“熔真实性、思想性、知识

性、趣味性于一炉，使之成为党和政府与人民联系的纽带，家乡人民与海外侨胞、

港澳台同胞沟通的集体‘家书’，国内外了解中山市的窗口。”在互联网未普及的时

代，《中山报》的创办确实马上发挥了以上作用，特别是每期报纸均寄发到中山

各旅外侨团，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纷纷来信来电感谢报社为他们带来了及

时的家乡信息。

报头“中山报”题字取自孙中山先生的手迹集合而成，以寄托家乡人民对伟人

的“缅怀、纪念之敬意”。

创刊后的两三个月内，由于当时中山报社的排版系统还未安装调试完毕，印

刷机还未购买，因此，采编人员只能每周两次带着稿件到珠海特区报社排版、校

对、印刷，两地奔波。到 1992年 12月报社电脑排版室和胶片发排系统完善后，

仍有一段较长的时间需到珠海、江门的报社以及中山沙溪的一家民营印刷厂印

刷。直至 1993年 10月，中山报社印刷厂组建，大半年后在东区新村租用厂房，

开始了以自有设备印刷报纸的历史。

创刊首年的 1992年，《中山报》已充分发挥了喉舌的作用，为两个文明建设

开道，为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鼓与呼。如试刊 1号的《改革大潮逼人来》，开眼

界，找差距，明方向，促发展，通过对比中山与大连、山东多个城市的异同优劣，

为中山新一轮改革拉开序幕敲响了锣鼓。《横栏写出高效农业大文章》《农业发展

的历史性转折》 《我市喜迎农业第三次浪潮》 《农业“新台阶计划”着实了得》

等报道，大声呼吁推广“三高农业”；从创刊开始的系列报道“怎样追‘龙’”，让全

市各行各业对未来的发展路向进行了一番全面的剖析，达到了很好的资政作用；

《中山何时才有“南方大厦”》刊发于中山零售商业兴起的前夜，《厉兵秣马 再跃

龙门》见报于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启动之时；《横门不再静悄悄》《金斗湾的诱惑》

等大手笔文章让读者看到了镇区经济的盎然活力；《“巨龙”腾飞处 天堑变通途》

《生命线在延伸》向市民展示了交通大发展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中共十四大刚刚

闭幕，《中山报》立即连续发表头版头条文章《面对市场，请大胆往前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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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山实际 搞活市场经济》《勇闯大市场 敢取高效益》，向全市人民传递了市委、

市政府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此外，述评《我市人才市

场能否设个固定“摊位”》，为完善中山人才市场建设献计献策；头版头条文章《三

驾马车 三位一体》，最早公开提出火炬开发区及周边 3个区应该合并。这些报道，

均发挥了报纸集智辅政的作用。

1995年 1月起，《中山报》改为周三刊，每周出版 3期；1996年 1月 1日起，

改名为《中山日报》，每周出版 6期；当年 8月，报社搬迁至环城（今南区）第

二工业区的自有物业办公；1997年 1月，《中山日报》成为完全日报。短短 5年

间，报社的员工总数已由创办初的 10多人发展壮大至 108人，固定资产从几乎

为零发展至 2000万元。2002年 8月，报社搬进中山五路 17层的现代化新大楼，

年度广告额近 3000万元。

而在1984至1992年间，中山还有一份全国公开发行的文艺类报纸《香山报》、

一份没有国内统一刊号的报纸《中山广播电视周报》。杂志方面，除了《中山侨

刊》等几份对外发行的侨类刊物外，还有一份内部刊物《中山画报》。

《香山报》的前身是由石岐镇文化馆和石岐镇文联合办的《岐江文艺》演变

而来的《香山》。1984 年 5月，《香山》创刊，由市文化局主办，同年取得省期

刊登记证在省内公开发行。1987年起，《香山》改名为《香山报》，为对开四版

月报，全国公开发行；其后，该报于 1995年改为半月报，1997年改旬报，1998

年改周报，2000 年从周报改为每周两期的周二报，但全国刊号取消，改为广东

省登记的内部资料；2006年 9月底，《香山报》停办。在《中山报》创刊之前，

《香山报》虽然不是新闻类报纸，却肩负着报道中山动态的责任，为中山许多重

大事件，如最初几届的慈善万人行（敬老万人行）等，提供了珍贵的文字和图片

记录。

《中山广播电视周报》在 1991年由中山市广播电视局创办，以介绍广播电

视的节目内容为主，兼有文艺副刊。由于它在当时是周期最短的本土纸质媒体，

因此头版也常常刊登中山的动态报道。该报纸随全市各镇区的广播电视站系统发

行，中心城区内则聘请专人免费派发到各大居民小区的信箱内。该报只办了 1

年左右。

《中山画报》创办于 1992年 2月，由中山图片社主办，初为 4开 4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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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改为 16开本。该刊辟有“新闻档案”“乡镇建设” “企业之星”“文明之光”等栏目，

留存了许多中山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珍贵影像资料。该刊于 1995年获得省期刊登

记证，为双月刊；2000年改为市内内部资料，2003年改月刊，2006年 7月停办。

1984至 1992年，改革潮流浩浩荡荡，在这时代的呼唤声中，中山媒体事业

也迎来了大踏步向前、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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