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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 !" 个中国记者节!一 个 不放 假
的节日" 在厦门!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记者奔
走在新闻一线!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践行
着新闻工作者的使命" 在厦门新闻界践行$四

9:

力 %走 鹭 岛 活 动 中 !记 者 们 用 文 字 #图 片 为 市
民呈现了鹭岛的发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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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日报社党政新闻记者

CDEF
GHGIJ5K

记 者 也 是 普 通 人 !是 别 人 的 父 母 #子 女 !
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也会有工作生活中的
困惑和无助" 不过!作为时代的记录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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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不断奔走!用双脚丈量着这片土地!用文
字讲述这片土地上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故事"
今天! 就让晨报带您认识一些 优秀 的记
者!听听他们的$新闻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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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刚从中南民族学院
（已更名为中南民族大学）新闻学
专业毕业的蓝碧霞，
怀揣着新闻理
想，来到厦门日报社成了一名记
者。从业以来，
她始终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
坚持深入一
线采访，关注百姓民生，做好新时
代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
初入行时，
她在社会部跑社会
新闻，采编合一，还要接听读者热
线，
经常日夜连轴转。她的报道帮
助过四处流浪的四川凉山彝族自
治州少年，
让这位流浪到厦门的少
年得以重返校园；
她的报道帮助过

同安区一对孤儿姐妹，
让她们在失
去双亲后，
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关爱，直至她们考上大学，从受助
者成长为助人者。
“通过我的报道，引起社会关
注，
能够帮助别人，
我也感到快乐，
这也是我多年来坚持不懈的一个
理由。”蓝碧霞说，她从业以来采
写了很多人和事，
在别人的故事里
感动过高兴过伤心过，
他们是她笔
下的故事，
同时也让她感受到生命
的厚重和意义。
如今，作为一名党政新闻记
者，她是厦门日报社重大策划、重

大专题采写的主力之一。在厦门会
晤、海峡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等重大国际性、
全国性活动
中，
都有她的身影。“我深知，
每一
个任务的圆满完成，
都凝聚了团队
协作的力量，
我也庆幸作为团队的
一员为新闻业付出了个人的努力。
我很幸运成为一名党政新闻记者，
能够用我的报道把党委政府的重
大决策部署及时准确传播出去，
让
大家第一时间了解。” 蓝碧霞表
示，今后她将继续努力，让党的声
音传播得更远，让新闻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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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踏成为国际奥委会官方体
育服装供应商，直至 2022年底，
这也是首个与国际奥委会合作的
中国体育运动品牌。
11月 6日，
践
行“四力”走鹭岛——
—厦门市新
闻界庆祝第 20个中国记者节活
动走进安踏厦门营运中心，安踏
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
玲跟采访团分享了这一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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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6日，采访团来到了位
于观音山的安踏厦门营运中心。
一楼的展示厅内，平昌冬奥会中
国体育代表团领奖服时尚靓丽，
让人重温荣耀时刻；四楼略显神
秘 的北 京冬 奥 会 备 战 保 障 办 公
室，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备战；餐
厅、健身馆等，都体现了这家体育
巨头良好的企业文化……
李玲介绍，安踏集团的运营
管理团队、市场团队、一些重要的
管理职能部门都在厦门。李玲说：
“厦门是非常好的人才聚集地，

安踏在这里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
的优秀人才，现在已有超过 200
名外籍员工。”
李玲告诉记者，厦门市委市
政府在创新研发、海外合作、人才
引进、
子女教育等多领域助力“三
高”企业，
起到很好的助推和保障
作用，让企业吃了“定心丸”。未
来，安踏将以厦门为辐射地，争取
带动更多的本土企业走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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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晨报社要闻采访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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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安 踏始 终 坚持“创
新为企业生存之本”，已在美国
洛杉矶、日本东京、韩国首尔、意
大利米兰、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
等地建立了全球设计研发中心。
安踏不断提高创新研发的投入，
目前已占销售成本的 5.
2%，累计
申请国家创新专利超 1200项。
在自我创新发展之余，如何
在商机无限的体育用品行业赢得
更多消费者的忠诚和喜爱？李玲
表示，安踏通过引入体育明星、跨
界合作等品牌创新措施，不断探
索提升品牌美誉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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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不容易，
当女记者更不
容易。入行 7年，
雷妤一直是海西
晨报社同事眼中的 “女汉子”，连
轴转是她的生活节奏，
她往往不是
在采访，就是在奔赴采访的路上。
她也是报社出稿量最大、成稿质
量最好的记者之一。
2012年，正值《厦门商报》转
型升级为《海西晨报》，
那年，
雷妤
大学毕业，成了《海西晨报》转型
后的第一批年轻记者。她下决心
要在这个领域深耕细作，做一名
全媒体时代肩负社会责任的优秀
记者。跑社会新闻，
独自深入调查

真相；跑民生新闻，成为领域的半
个专家；跑两会，解读最新的大政
方针……入行 7年来，
她的多篇新
闻报道获得了厦门市新闻奖等奖
项，获评 2018年厦门市优秀新闻
工作者。
在媒体融合、
报业转型发展的
大环境下，
报社求变、
求创新，记者
也同样需要适应新形势。在坚守
新闻人理想的同时，
她成为了报社
最早一批转型的记者，做新媒体、
拍视频、办论坛、办书画展……今
年 9月，思明区举办“我和我的祖
国——
—思明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晚会，雷妤尝试了从未
踏入过的领域，
配合思明区委宣传
部协调晚会相关的事务，
做晚会方
案、
写主持词、
设计节目单、编排节
目、
舞台设计、
观众席编排、演员餐
食等，事无巨细。晚会只用了 23
天筹备，组织 3000名观众到场观
礼，
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谁说捡了芝麻就一定会丢了
西瓜？传统新闻记者既能当好一名
会写稿、写好稿的记者，又能在别
的领域发挥优势，
成为报社转型发
展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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