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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永不不变变的的初初心心，，只只为为读读者者你你
——— 最佳编辑记者获奖感言

八年坚守，不忘初心；精益
求精，无愧读者。

——— 陈朋
新闻是一条永无尽头之路，

这仅仅是个起点。想想广大读者
期许的目光，我将以更大的热情
和责任感在追求新闻真相的道
路上求索。

——— 李钢
转型需要勇气，突破需要实

力。新的一年唯有鼓足勇气，提
升实力。

——— 刘海鹏
好新闻源于对事实的极致

追求，好报纸源于对读者的心
存敬畏。求真求实，求变求新，
永远为下一步做积累。

——— 申慧凯
感恩时间，感恩信任，感恩

成长。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坚持
做最好的自己。

——— 喻雯
与报社内许多敬业的同仁

比，自己离真正的十佳其实还有
很大差距，领导和同事们把这个
奖给我，更多是出于鼓励后进。
未来的一年，将更加奋进努力，
不辜负大家的鼓励与期待。

——— 王昱
回首过去的一年，写了些稿

子罢了，不求什么轰动效果，但
求无愧于读者。关注时事，关心
社会，关注民生，是为己任。

——— 娄士强
感谢读者朋友的信任、理解

和宽容，新的篇章即将翻开，唯
有不懈努力。 ——— 马云云

在帮助他人的同时成就了
自己，我庆幸自己走在这样的路
上。 ——— 刘雅菲

凡是你想到达的地方，都没
有捷径。 ——— 孟敏

又一次荣誉，又一次肯定，
又一次鞭策，又一次奋发前行！

——— 赵兴超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我将倍加珍惜和努力，
为晚报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 李楠楠

获得这份荣誉，对我来说，
既是鼓励，又是鞭策，转型路上，
更需迎难而上，再接再厉，有担
当，有魄力。

——— 于鹏飞
纸媒寒冬，除了报纸底蕴和

品牌在支撑外，还要靠努力求变
更贴近市场需求，我们媒体人不
仅要做文人，还要一个猛子扎进
市场，和报社一起面对挑战。

——— 牟张涛
不改初衷，不忘初心，做一

个有思想的执着报人。
——— 段学虎

获奖是对我的肯定和激励，
我唯有继续努力工作来回报大
家对我的信任！

——— 燕晓光

回首2015，虽然在工作中历
尽 艰 辛 但 也 收 获 颇 丰 ；展 望
2016，期待在新闻道路上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

——— 宋祖锋
大学的时候就规划好以后

要做个记者，很幸运，这个梦想
一毕业就实现了！这个职业和梦
想让我慢慢蜕变、成长，我享受
着工作中的每个细节。现在，因
为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比
什么奖项都要值得纪念。

——— 韩微
选择记者工作，就是选择了

奔波，我将继续奔跑在新闻的道
路上，穿梭于社会万象之间，用
手中笔和镜头记录人生百态。

——— 王尚磊
去年感受最深的是忙碌，或

许这就是记者应该有的样子。随
着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越来越
长，耐力，是目前我认为最重要
的一项品质。

——— 刘光斌
难忘初心，愿得始终。

——— 张焜
入行近四年，这份荣誉是对

自己最好的认可和见证。2016，
我们重新上路，没有什么能够阻
挡我们对明天的向往，没有什么
可以改变我们创新赢合的信仰。
不忘初心，笃定前行。

——— 李榕
给读者好好讲故事，自己也

成为有故事的人。 ——— 陶相银
成绩属于过去，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我将继续脚踏实地，
不负读者期望，用心做好新闻。

——— 化玉军
一纸荣誉，一种认可，一份

责任，我会继续前行，在新闻的
道路上不忘初心。

——— 汪泷
荣耀感比荣耀本身更重要。

在寒冷的季节里，愿我们仍能怀
揣梦想砥砺前行。

——— 边良
生活因激情而精彩，工作因

激情而优秀。在这个变革的时
代，我愿意投入更大的激情接受
新的挑战。 ——— 于海霞

这是我第一次获得最佳编
辑奖，当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
刻，我感受到深深的荣誉感、责
任感和使命感。版面如战场，最
大的敌人不是难做的版面，是
自己的懒惰心和旧思维。

——— 张爰杰
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

经得起折磨。新闻人永远在路
上。 ——— 吴永功

一年过得如此之快以至回
想竟有隔膜，细思收获也数不出
多少，但依然和许多熟悉和不熟
悉的人参与一个个事件中，穿起
过去的那些时光，让它不至于虚
度。 ——— 赵冉

与其说是奖励，不如说更是鼓励。在奔跑的
新闻事业中我会追赶、奋斗，尽心尽力对待以后
的每一次采访。 ——— 周国芳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 张敏

尽工作本分，享工作乐
趣。 ——— 赵文华

感谢领导与同事对我这
一年工作的认可与支持，今
后我会更加努力工作，端正
工作态度，认真务实，任劳任
怨，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工
作技能，用实际行动为报社
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 罗强
感谢领导和同事对我的

支持和培养，这是对我的鼓
励和鞭策，我要尽自己的努
力完善自己，提升自己，对得
起大家对我的鼓励。

——— 徐进
执着奉献，不是图什么回

报，是为了心有所安，因为这
是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单位，
这儿就是我的家。对于家人，
付出再多也心甘情愿。新的一
年继续努力。 ——— 信振诚

能得到这个奖项是报社
对我这些年工作的肯定，感谢
领导和同事们一直以来的帮
助，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会
永怀感恩之心，继续为报社发
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 魏芳
很多人说我的工作繁

重，上夜班不利于身体，但我
真心感恩我的工作，让我既
可以照顾孩子又可以成全老
公，而我也没有成为一个面
目可憎的家庭煮妇。

——— 王梅娟
平平常常走过岁岁年年，

踏踏实实做好点点滴滴。
——— 王振霞

作为最佳敬业员工，获奖
只是一个起点，在以后的日子
里，应该起到表率作用，抱着
务实认真的工作态度，继续埋
头苦干，敬业爱岗，勤勤恳恳

地做好本职工作。 ——— 苗楠
能得最佳敬业员工这个

奖，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
对我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 颜莉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 李昆鹏
把汗水变成珍珠，把梦想

变成现实。 ——— 林清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 ——— 刘昊
有幸处于这个时代，传统

文化与新媒体水乳交融的时
代，让我们报业人见证变革，
迸发新活力。齐鲁晚报，感谢
一路有你！ ——— 张晓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在报网紧密融合的
2016年，祝愿我们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越办越好！

——— 袁先剑

“时尚辣妈”为民请命

入职不到四年获得齐鲁
报系 2 0 1 5年度最佳编辑记
者，她上班写稿子，晚归带孩
子，是优秀记者更是“时尚辣
妈”。她的一篇稿子为章丘数
十位矿工要到治病钱，她就
是齐鲁晚报济南新闻中心记
者刘雅菲。

万能功仔无敌“颜王”

他左脑想线索，右脑思
新闻，开口嬉笑怒骂，下笔妙
手文章。为一篇稿子蹲守半
天，到单位下午两点半，只需
一碗拉面，写稿速度就能爆
燃。有道是“功哥功仔万能
功，‘颜王’文章大不同”，他
就是生活日报记者吴永功。

心系民生的“老炮儿”

五年前还是懵懂的大四
毕业生，现在他成了挑灯夜
战的写稿人。从家长里短到
民生疾苦，从稚嫩新手到新
闻“老炮儿”，他是大爷大妈
的贴心好友，也是服务性新
闻的践行人。他是齐鲁晚报

《今日泰安》记者赵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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