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度吉林省广播电视论文奖评奖结果公示

序号 标题 字数 单位 作者
等

次

1 媒介融合趋势下我国广播新闻节目的形态创新探讨 2668 吉林广播电视台 曲少为 二

2 融媒体时代主持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437 吉林广播电视台 曲少为 三

3 5G 时代广播建设 App 与打造小程序之比较 3903 吉林广播电视台 戴婷 张亮 一

4 以践行“四力”为抓手，实现广播新闻编辑融合转型 2386 吉林广播电视台 魏莱 三

5 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编辑业务创新与发展研究 2920 吉林广播电视台 梁贝贝 三

6 论现场云对广播人媒体融合的助力 3726 吉林广播电视台 戴婷 一

7 基于人工智能背景下播音主持人才发展的思考 3712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郭亮 一

8 融媒体时代广播节目主持人定位研究 2919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郭亮 二

9 论《盗墓笔记》的有声创作 5737 吉林广播电视台 池东眉 洪威 王鹏 一



10 新时代电视理论节目创新的五个向度 7117 吉林广播电视台
集体（许云鹏

谢荣 孙宝泉 邵光涛）
一

11
融媒体背景下疫情舆论引导内容创新方式研究

——以吉林卫视短视频报道为例
3344 吉林广播电视台 张宴硕 董雪 一

12 5G 商用元年 8K 借势起飞 4376 吉林广播电视台 王洪军 一

13 浅析电视记者新闻采访工作问题及优化策略 3383 长春广播电视台 杨思佳 二

14 融媒体形势下新闻记者的转型 2643 长春广播电视台 杨思佳 三

15
互联网时代电视新闻记者的角色定位

及新闻采编对策
4161 长春广播电视台 张焱 李中国 齐畅 二

16 新媒体背景下电视媒体记者的转型探析 3320 长春广播电视台 张焱 李中国 王子欣 二

17
地方台融媒体矩阵传播在新闻宣传中的创新

——以吉林市广播电视台战“疫”宣传报道为例
3728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曲彦春 三

18

融媒体时代主题报道策划创新实践

——以吉林市广播电视台“70 年 70 人”

融媒体主题报道为例

5071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曲彦春 二

19 新媒体时代电视新闻编辑研究 3544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张晓峰 三

20 编辑的新媒体素养培养 1974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王迪 三

21 新媒体时代提升播音主持语言艺术性的路径 3600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楚歌 三



22 试论新时代新闻编辑提出的素质要求问题 2000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杨亮 三

23 新媒体时代地方广电新闻采访现状与对策 2328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张晓峰 三

24 新媒体时代电视台新闻采访创新研究 2379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张晓峰
淘

汰

25 新媒体环境中科技期刊编辑工作模式的转变 1973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王迪
淘

汰

26
新媒体时代播音主持面临的问题及

创新发展策略
2600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楚歌 三

27 如何提高记者的新闻采编能力 4335 永吉县融媒体中心 姜孝义 周唯妍 三

28 如何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编辑工作 2237 永吉县融媒体中心 姜孝义 三

29
深入浅出 有的放矢——

节目主持人提问之技巧
2516 永吉县融媒体中心 杨丽萍 二

30
着力探索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
3967 永吉县融媒体中心 王丹 三

31 融媒体时代广播电视台新闻编辑的转型 2203 延边广播电视台 张洋 三

32 探析广播电视新闻记者的编辑意识及提升策略 2085 延边广播电视台 张洋 三

33 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广播电视台编辑工作 2080 延边广播电视台 于娜 三



34 新媒体广播电视台编辑工作特点分析 2067 延边广播电视台 于娜 三

35 同一素材新闻如何吸引观众眼球 4300 延边广播电视台 朴慧晶 二

36 论新闻的文学性 4000 延边广播电视台 朴慧晶 二

37 融媒体时代县级电视台节目制作的创新与发展 450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 李岩 一

38 新媒体时代电视编辑的角色定位及职能创新研究 322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 沙艳红 三

39 县级广播文艺主持新探 2900 双辽广播电视台 孙长春 三

40 播音创新须守正 2700 双辽广播电视台 孙长春 二

41 广播电视融媒体背景下的合作创新对策 2661 通化广播电视台 陈刚 三

42 广播电台的新闻采访技巧有关思考 2604 通化广播电视台 陈刚 三

43 浅谈通讯与报告文学的区别 2178 通榆县融媒体中心 王微
淘

汰

44 融媒体时代下新闻记者的创新发展路径 2624 东辽县融媒体中心 王继莹 三

45 大众精神生活视域下的电视娱乐节目发展 3187 东辽县融媒体中心 杨桐 三



46 浅谈电视纪录片创作的平民化要求 3330 松原电视台 徐百杰 三

47 地方台广播守正创新的实践与思考 4592 白山广播电视台 张萍 赵文博 岳新春 一

48 浅析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 3057 白山广播电视台 薛晓冬 王巍 李洪亮
淘

汰

49 浅析历史文化类电视节目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推动作用 3384 白山广播电视台 薛晓冬 王巍 李洪亮 三

50 融媒体新闻编辑创新意识与融合能力提升路径 1862 靖宇县融媒体中心 关雁
淘

汰

51 电视新闻记者如何做好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报道 2124 公主岭市融媒体中心 姜文波 二

52 摄影记者对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的区分策略 3826 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 王利彬
淘

汰

53 论后期制作在电视新闻节目合成的重要作用 4208 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 郭泠泠 三

54 浅谈电视新闻采访中记者的综合素养 3146 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 孙方志 王毅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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