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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编辑记者感言

打破惯性，减少惰性，增加
点野性。新的一年，做新的自己。

——— 刘海鹏

当我们和读者建立了熟悉
又陌生的联系，便丰富了彼此的
世界。前路虽难行，纵有失望，仍
要期望，有意总在心里。

——— 任鹏

在每天的重复中做出新彩，
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从年初
到年尾，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无
疑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 吕华远

这份看似枯燥而重复的工
作，如果加入责任和创新，将变
得极富挑战。十一年不变初心，
我愿每天迎接新挑战。

——— 王娟

奖杯固然光彩夺目，但只能
证明你过去的成绩。未来的工
作，还需要自己继续脚踏实地、
一丝不苟地去做。

——— 赵恩霆

能够忠于真相和良知，做传
播真善美之事，是幸福也是责
任。唯如此，明天的自己才能优
于今天的自己。

——— 张宇

记者不是一个冰冷的记录
者，即使不能做到悲天悯人，也
要努力做个有温度的参与者。

——— 李钢

用心对待每次采访每篇稿，
在做好新闻的路上“任性”地坚

持下去。
——— 马云云

体验社会的悲欢离合，听到
社会的各色声音，看清不同的人
间冷暖。身为记者，我倍加珍惜，
背上背包继续前行。

——— 杜洪雷

感恩时间，感恩成长。收获
的意义，不在奋斗的终点，而在
于拼搏的过程。为了没见过的风
景，还要更加努力。

——— 喻雯

从1997年至今，一直战斗在
体育报道第一线。在晚报这样一
个充满凝聚力的集体里，我觉得
自己还很年轻，可以书写新的篇
章。

——— 李志刚

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坚守踏
进媒体行业的初心。不拔高，不
以道德自挟，捍卫读者的权利，
专业至上。

——— 廖雯颖

文章是自己写的，却代表报
纸的态度。如果能尽己所能对读
者有所启发，比个人获奖更有意
义。

——— 娄士强

新的征程开始，理想要放心
底，脚步不会停下。因为，新闻无
止境，作为新闻人的我，永远在
路上。

——— 刘志浩

满怀信心、勇于创新、恪尽

职守。
——— 曾现金

一路收获的不只是稿子，更
多的是成长。奔跑在新闻战线永
不停息。

——— 李涛

新闻路上，你永远不知道有
什么在等着你，不管遇到什么，
要对自己说，请坚持，请加油！

——— 苑菲菲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
发生。

——— 王帅

因为热爱，所以投入；因为
责任，所以执著。在新闻的道路
上，我将一如既往，继续探索前
行。

——— 李珍梅

非常荣幸能在加入齐鲁晚
报的第二年获得这项荣誉，希望
和齐鲁晚报的缘分一直延续，再
接再厉。

——— 路伟

成绩属于过去，前路依然漫
长，保有一分新闻人的荣光，保
有一分在“路”上行走的勇气，以
及对理想的执著追求。

——— 李怀磊

光阴的故事里，生活的不平
静在于磨练心智，莫忘职业敬
畏，不为得失荣辱所扰，但求优
于过去的自己。

——— 刘振

辛苦中感受责任，笔触下守
望道义。

——— 顾松

每天就和刚入行时一样，责
任之心从未因时间长短而缩减，
笔耕之力从未因压力大小而改
变。前进路上初心依旧。

——— 彭彦伟

你知道五月天的正午吗？温
暖得有些炽热，如最初的理想，
借此机会，为自己喊声加油！

——— 姚楠

光彩夺目的荣誉闪现在眼
前时，这些年来经历的辛酸苦辣
已化作暖暖的幸福。做最好的自
己，只为热爱的事业。

——— 白雪岩

继续保持一个充满激情的
心，不断创新、不断学习，珍惜、
感恩，用心走好这条路。

——— 李运恒

新旧媒体融合下，内容为王
依然靠谱，转型更要守本。不空
谈理想，只静心书写，在新闻面
前，永远做虔诚的信徒。

——— 李超

坚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
实实做事”，做到新闻人的坚守、
坚持和坚定。有一分天赋，付出
十分努力。

——— 于晓敏

让更多的人生冷暖见诸报
端，一直坚信“梦想有多大，舞台
就有多大”。愿新的一年做更出

色的新闻报道。
——— 宋佳

个人进步如果不以团队成
功为基础，任何荣誉都将黯然失
色；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之处，
就会照亮自己的成长之路。

——— 边良

以笔为剑，不给自己留任何
遗憾；把版面当成舞台，为读者
奉献精彩。

——— 邱建国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最
棒的文章、最好的版面奉献给
你。

——— 赵丽萍

做有温度的新闻，做有锐度
的记者。新闻人永远在路上，需
要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经
得起折磨。

——— 吴永功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在新闻的道路上，继续
坚定执着地走下去，一切但求无
愧于心。

——— 王富晓

2015，我将怀揣着对新闻的
这份挚爱，继续挥洒汗水，释放
激情。在路上，不停歇。

——— 王健

感谢过去一年信任我的所
有人。新的一年，再接再厉，不辜
负自己，不辜负信任，不辜负命
运。

——— 梁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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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敬业业的的前前提提是是爱爱岗岗
——— 最佳敬业员工感言

厚爱、鼓励和肯定给了我前
行的动力和反躬自省的勇气，我
会知不足而发奋。 ——— 赵文华

我将把这份感谢与感恩化作
行动，在道路上执着前行，努力做
到更好。 ——— 陈华

只有用心做事，才能学到更
多，过好每一天，干好每一件事，
不留遗憾。 ——— 许雁爽

追求突出，争做最好，有一颗
奉献的心，敢于行动，愿意付出，
才有收获。 ——— 曹蕾

新的一年，一定不辜负大家
的期望，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工
作做好。 ——— 李阁

被评为最佳敬业员工，这是
工作的鼓励，我将加倍努力，不辜
负大家的期望。 ——— 韩忠卫

哪怕眼袋拉到下巴，也要像
打了鸡血一样奋战到底，不辜负
领导的肯定与鼓励。 ——— 钱明

工作容易，创业不易，且行且
珍惜。新的一年，为报业转型贡献
自己的微薄之力。 ——— 司君波

再怎么认真也不过分，我将
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少出差错，严
细深实。 ——— 魏银科

有幸当选，离不开领导的悉
心培养和伙伴们的支持，这个荣

誉属于大家。 ——— 左晓明

这一年收获良多，仍有很多
不足可以改进，要更加努力，不留
遗憾。 ——— 赵志扬

我珍惜今天，热爱我的工作
岗位。只有加倍工作，才能不辜负
期望。 ——— 张颖

用心工作，做好每件事，过好
每一天。永怀感恩，以责促前进，
与爱永相随。

——— 胡晓娟

今天的荣誉来自大家的共同
努力，是集体凝聚的力量。新的一
年里，我将与同事们携起手来，尽
心尽力完成各项任务。——— 曹静

不妄谈理想
时时提醒自己
——— 最佳新人感言

本是无名小
卒，晚报给了我实
现理想的舞台。现
在的三脚猫功夫，
与诸位前辈相比自
愧不如。新的一年，
好好学习。

——— 李师胜

从业以来，从
不敢妄谈新闻理
想，总时时刻刻提
醒自己，作为一名
新闻记者，文章有
长短，脚下的路无
止境。

——— 荆鹏飞李师胜（左）、荆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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