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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届吉林新闻奖初复评结果公示

一、吉林省广播电视协会会员单位作品（共 260件）

1.消息类 92件 2.评论类 8件 3.新闻专题 53件 4.新闻记录片 7件 5.系列报道 25件 6.新闻访谈 8件 7.新闻直播 10件 8.新闻编排 7件

9.新闻专栏 10件 10.新闻业务研究（论文）4件 11.重大主题报道 10件 12.国际传播 4件 13.典型报道 13件 14.舆论监督报道 9件。

序

号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字数/链接

（时长）
作者姓名 推荐单位 备注

1
我国成功发射全球幅宽最大的

亚米级光学遥感卫星
消息类 1分 29秒

赵孟秋

编辑： 张昊鹏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2
“蘑菇院士”李玉获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称号
消息类 2分 56秒

王云楼 孟祥秋 王丽

编辑：李硕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广播
音频作品

3
丰满重建工程两级鱼道正式实现联合过鱼，

打通松花江流域中断 80年的鱼类洄游通道
消息类 4分

商越洋

编辑：张昊鹏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4
“超级充电宝”来了—我国第一个自主设计、

建设的最高落差抽水蓄能电站机组成功投产
消息类 3分 59秒

王曼、张文汇

蒋尚坤、黄丹 编辑：王曼

吉林广播电视台

旅游广播
音频作品

5
东北首例：吉大一院连续成功开展两例

跨血型亲属活体肾移植
消息类 2分 17秒

刘佳

编辑：刘晓蕾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6 国产玉米种子，让吉林种出九成一等粮 消息类 3分 48秒
张若鹏 周伟 韩政武

编辑： 罗春雷 于汇涛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2

7 一汽解放第 800万辆卡车下线 消息类 1分 29秒
黄丹

编辑：张若鹏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8
全国玉米主产区唯一连续四年亩产超吨

粮地块在吉林诞生
消息类 1分 28秒

赵孟秋

编辑：赵孟秋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9
冬黑麦在白城试种成功，填补吉林省

“冬季越冬”谷类作物空白
消息类 3分 16秒

吴爽

编辑：刘晓蕾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10
吉林省首条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正式开通
消息类 1 分 21 秒 黄丹 编辑:黄丹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11
吉林“汽车人”走上“代表通道”，

讲述“工匠生涯”
消息类 3 分 29 秒

王唯、张若鹏、周伟

编辑：常思宁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12 顽强的生命赞歌 消息类 3分 40秒 王永峰 杜朋 徐晶 孟祥燕 长春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13 与党同龄与党同心 消息类 1分 40秒 刘剑波、蒋馨、侯艳琪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14 “田保姆”破解土地碎片难题 消息类 4分 李健勋 永吉县融媒体中心 音频作品

15
我国首次采用考古学的形制发掘

东北抗联国保遗址并有了重大发现
消息类 4分

刘景涛、张红秋、徐延新、

王慧颖
磐石市融媒体中心 音频作品

16 《南山一百零八烈，黑土处处埋忠骨》 消息类 3分 25秒
刘家福、包汉青、

官建国、于兴武

延边广播电视台

交通文艺频率
音频作品

17 万只候鸟伴春归 消息类 2分 37秒
王宇弘 孙国光 秦中美

张国彪
四平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18 全国首个抗联主题干部学院启用 消息类 1分 28秒 刘伟、施涛、唐颖、郭佳华 通化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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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5G智慧进农田 现代农业展新颜》 消息类 1分 30秒
李 丹 张敬辉

李泓波 张有志
白城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20 《三代科技人让盐碱地变米粮川》 消息类 1分 30秒
石闻迪 李笑群

张有志 马艳华
白城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21 《白城土地整理 让盐碱地重获生机》 消息类 3分 55秒
李 丹 孟广武

刘 冰 朱学慧
白城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22 《白城：服务百姓出新招一门通办解民忧》 消息类 3分 55秒 张宏 单英轩 雷邵卿 姜海月 白城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23 《振兴路上来助力 孝老乐园幸福多》 消息类 3分 58秒
张宏 黄永亮

王洪波 韩双
白城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24
国内首例大豆高产品种

“吉农 75”实验成功
消息类 556 孙一兵 薛婷婷 吴效禹 松原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25
吉林省首家乡镇文联

在毛城子镇挂牌成立
消息类 1分 27秒

刘雅娟 王德元

马云芳 孙 伟
公主岭融媒体中心 音频作品

26 《长春市长公开电话—热线连心》 消息类 3分 53秒
作者：上官圣、徐纪枫、李洋、

聂鑫晶、安一铭编辑：上官圣、

徐纪枫、李洋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27
丰满重建工程：两级鱼道联合过鱼 中断 80年

洄游之路今打通
消息类 3分 20秒

作者：张锐、高丽丽、陈帅元

编辑：张锐、高丽丽、于飞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28 吉沪“生命接力” 爱心风雪无阻 消息类 1分 23秒
作者：张岩、王儒雅、刘若冲、

姜胜印、邵帅编辑：邵帅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29
世界首次！8辆编组高速动车组碰撞试验在中

车长客取得成功
消息类 45秒

作者：刘飞、唐敏、徐伟、

孙圣惠、王云鑫

编辑：唐敏、徐伟

吉林广播电视台

视听新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30 《十三年后的重逢》 消息类 3分 48秒
作者：白鸽（陈白鸽）、王超、

孙俏、闫冰冰、李洋

编辑：闫冰冰、李洋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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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出土

246件东北抗联遗物
消息类 3分 29秒

作者；滕树华、张旭岩、毛元翰、

樊子健编辑：齐雪皎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32 接触网“保健医” 深夜里的坚守者 消息类 3分 42秒
作者：张傲然、吴晓昕、许南

编辑：吕游、景晨亮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33
《物业经理全家扫雪 11天
业主心疼凑 2.88万送铲车》

消息类 28秒
作者：李洋、辛翀、卢泽旭、

孙畅、季凯编辑：李洋、

辛翀、卢泽旭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34 历史性时刻！长白山正式迎来高铁时代！ 消息类 51秒
作者：尹晟予、孙铁映、于洋、

李宛书编辑：李宛书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35
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

老百姓的事儿我们就得负责任！
消息类 50秒

作者：苏畅、徐继胜、康卓、

刘飞、张思博

编辑：刘飞、张思博

吉林广播电视台

视听新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36
孕妇站台突然羊水破裂

长春站客运员举动暖心
消息类 1分 22秒

作者：刘飞、唐敏、韩啸、尚春、

苏洺永编辑：唐敏、韩啸

吉林广播电视台

视听新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37
（为了大地丰收）吉林：保护性耕作助力我省

粮食稳产增长
消息类 3分 12秒

作者：付刚、陈帅元

编辑： 郭义源、盛思蓝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38
（“十三五”成就巡礼——从新职业看新发展）

解密“无人机装调检修工” ：“无人”行业的

“新生”岗位

消息类 4分
作者：张璐、刘大鹏、崔志远

编辑：董昭廷、赵雨婷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39
景俊海韩俊江泽林参观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展览并参加新党员代表入

党宣誓活动

消息类 3分 35秒
作者：苏畅、王大鹏、李东哲

编辑：王文、吕游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40
吉林经济支柱：

一汽解放 J7整车智能工厂项目落成投产
消息类 1分 18秒

作者：崔雨、杨泽西、纪旭

编辑：董昭廷、于佳琦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41 《救命十分钟一条生命路》 消息类 3分 55秒
作者：文宇（谢文宇）、雨昊

（王雨淏）、刘诗桐

编辑：刘诗桐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42 长春：小区建支部 近邻胜远亲 消息类 3分 57秒
作者：张永平、谢向东、周书、

王舒 编辑：张永平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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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蔡家镇：秸秆尽其用 禁烧入人心 消息类 2 分 48 秒
作者：薛壹博、宋健、高明、

王梦雪、于洋 编辑：薛壹博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44
（幸福吉林 忙年）

“白衣天使”的特殊全家福
消息类 2 分 53 秒

作者：葛晓晶、李永飞

编辑：薄凯文、王欣慰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45
韩俊到梨树县调研时强调

挖掘优势潜力推进乡村加快振兴

努力出经验趟路子走在前做表率

消息类 4 分 06 秒
作者：王文、冯鑫、王浩存

编辑：孙钟、吕游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46
国内产业同仁会聚长白县

助力当地林下经济暨灵芝产业高质量发展
消息类 3 分 23 秒

作者：刘志海、吕亘一、纪旭、

李永飞 编辑：高丽丽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47 《第一个冲出考场的考生“我自由了”》
消息类

21 秒

作者：卢泽旭、上官圣、赵爽、

刘紫涵、张伊宸 编辑：卢泽旭、

上官圣、赵爽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新媒体

视频作品

48 长白山高铁（白敦客专）通车 消息类

http://h5.muearfm.cn/bz
yuntingActivity_new/sh
are/video?mobileId=13
5584&providerCode=3
3010&inApp=0&versio
n=5.10.0&appCode=33
010&videoId=2352

集体（策划：王曼、张文汇、卢

志才 记者：蒋尚坤、李佳、姚

博文、董华一、杨莹、范兆彤、

孔德宇 摄像：魏超、徐鑫雨、

代腾飞、关炜橙 编辑：徐宇萍）

吉林广播电视台

沐耳 FM
新媒体

视频作品

49
中国红·英雄城——长春 一汽：

怀产业报国志 走工业强国路
消息类 3分 55秒

张万兴、王子欣

李中国、李昂、王刚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50
妻子患病 10年 丈夫撑起家：

爱心组织伸援手 助其温暖过冬
消息类 3分 58秒

谢群、郭阳、曹煜、

倪蔓蔓、张春宇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51
这“波”操作很赞：女孩癫痫病发作

交警开启“绿波”护送就医
消息类 2分 54秒 王晓宇、傅家瑜、朱玲玲、薛彬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52
我省首家无非洲猪瘟小区

正式通过国家评估验收
消息类 1分 30秒 冯薇（小航）、洪禹泽、邹俊威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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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近百只红嘴鸥在蛟河市北河“休憩打卡” 消息类 54秒 闫兴刚、刘跃东、马 佳、何箭 蛟河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54
磐石市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

首次考古获重大发现
消息类 4分钟

张瑛、徐延新、孟祥畔、

安立新、张辉
磐石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55 “红日”映照致富路 消息类 4分 王婧 刘凯 金鑫 延边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56 安图永庆：青山埋忠骨 盛世念英魂 消息类 3分 51秒 常雷雷 张莹 王婧张剑锋 延边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57
工业化赋能朝鲜族传统美食

“老字号”焕发新生机
消息类 4分 李香花 李政贤 李雪梅 李今姬 延边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58 全国残运会赛场上的“奶奶排球队” 消息类 3分 9秒 何平 杨光 洪小晗孙振 张剑锋 延边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59 “林海雪原”里的滑雪巡护队 消息类 3分 15秒
林松哲 金梅花 黄俊涛

金鑫 靳煜
延边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60 脱贫村里的年滋味 消息类 4分 10秒 王莹 孙福麟 延吉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61 李冬伟的“寻虎”人生 消息类
845字

2分 58秒

程翠丽 殷景鑫 郎鹏

杨颺 刘海峰

珲春市融媒体中心

珲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62 “我的 2021”从这里开始 消息类 2分 37秒
申志印 唐 凯 王宇弘

吴 爽 高 迪
四平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63
铁东区：打造“数字村”智慧平台 为乡村振兴

插上“数字翅膀”
消息类 1分 29秒 秦中美 吴 爽梁 赫 成 龙 四平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64 《“梨树模式”又迎丰收年》 消息类 3分 08秒
王淑春 田 成

郑文晋 杨天宇
梨树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65 《非遗木工 匠心传承》 消息类 2分 31秒
刘春来 刘斌 尹香芬

郭昊 杨艳芹

伊通满族自治县

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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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记者调查：我们的车停在哪？ 消息类 3分 59秒
耿珺铖 田哲闻 张博雅

王乐乐 赫溦
通化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67 生日快乐 早日康复 消息类 28秒
杜吉霖 史林丹 崔明

王良 赵洪全
通化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68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 消息类 54秒
杜吉霖 史林丹 朱宝

魏宏麟 姚有兵
通化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69 新中国第一座高山滑雪场“重装绽放” 消息类 3分 27秒 刘家铭 张宁 张莹 代群 通化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70 以“艺”抗“疫” 致敬英雄 消息类 2分 53
卢海粼 张莹 张宁

马利恒 尹艳明
通化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71
集安人参执掌网络电商平台

架起产销一体桥梁
消息类 888 字（3 分 07 秒） 崔轶男 集安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72 小凉亭架起“连心桥” 消息类 1163 字 （3 分 50 秒） 董星辰 集安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73 《风雪护飞邂逅“大鸨回家”》 消息类 1分 30秒
郭志 孙丽丹 张景利

刘岩 陈莹
白城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74
《吉林西部供水工程流量最大泵站——大屯

泄水泵站于今天投入运行》
消息类 1分 30秒

包明岩 陈珊珊 杨洋

黄佳琪 袁忠宝
白城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75 《燕麦让盐碱地充满生机》 消息类 1分 30秒 郭志 张洪瑀 车光宇 栾峦 白城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76 《向海飞鹅 涅盘重生》 消息类 4分钟
郭志 王春宴 栾峦 张宏宇

车光宇
白城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77 《永远跟党走 薪火永相传》 消息类 3分 58秒
郭志 孙丽丹 刘艳艳

刘岩 程亮
白城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78 《迷仁村：振兴路上加速跑 孝老乐园幸福多》 消息类 4分钟
王洪波 黄永亮 袁赫

郑丽坤 刘岩
白城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79
《白城燕麦国际联合育种

实现从“跟跑”到“领跑”》
消息类 4分钟

王洪波 刘玉亮 杨洋

刘岩 王贺
白城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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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乡村振兴拓新路

我县农民实现由“农”到“工”大变身
消息类 3分 33秒

贾玉全 王春雁

雷楠 张皓宇 杨淞岩
通榆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81 查干湖：做好加减法 守护绿水青山 消息类 1118
王玥 沈天壹 宿畅 苑笑

杨姗姗 刘学东 马丽
松原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82
查干湖水循环条件改善及湿地补水工程正式

提闸通水
消息类 456 宋志刚 张欣明 祝丹丹 张洪阁 松原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83
国网乾安县供电公司：服务牧业小区建设“电

引擎”助推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
消息类 976

策划：于志辉 记者：于志辉

播音：梁煦仝 王嘉妍

制作：王 玉

乾安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84
风雨中前行 疫情过后皆是晴天——记县人

民医院传染科护士长吴鸿艳
消息类 994

策划：任群记者：刘美日

编辑：梁煦仝 制作：王玉
乾安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85 严字乡严字村：强农业 美农村 富农民 消息类 984
策划：李爽记者：李爽 吴桐

编辑：梁煦仝 制作：孙晓佳
乾安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86 吴立坤：沈白高铁工地上的“筑梦人” 消息类 3分 40秒
张翔宇 王琪君 纪旭

王娜 佟严涛

白山市

新闻传媒中心
视频作品

87
全国“最美公务员”

宋宣葶：我还想回去再拼五年
消息类 3分 44秒

房鹭 薛娇 刘扬

张正波 佟严涛

白山市

新闻传媒中心
视频作品

88 《一家四口被困深山火速救援转危为安》 消息类 3分 49秒
赵贞磊、徐少雯、杨维梅、

张虹、卢虹宇
抚松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89
《高铁来啦|

长白山高铁站站房施工进入尾声》
消息类 2分 32秒 谢青池 袁野 万子通 孙文庆 长白山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90 范家屯镇孟家村：搬进新城镇 过上新生活 消息类 1分 20秒
刘今明 范桐卉

王一 帆 王 贺
公主岭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91 怀德镇三里堡村：“葱”满幸福 致富乡亲 消息类 3分 38秒
姜雨思 丁伊雯 周林海

刘雅梅 许佳怡
公主岭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92 梅小野·知北村:找回老东北点燃关东情 消息类 2分 57秒
王珺 于靓刘晓明 刘坤

李忠义

梅河口市

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93 别让「一刀切」寒了心 评论

https://mp.weixin.qq.co
m/s/QNnes-OOb45Y9z

5oK7h9AA

黄丹

编辑：隋欣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新媒体

音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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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交广时评：不要让绿丝带寒了心 评论 5分 48秒
李美辰 鹿建国 刘晓莉

王明伟

白山市

新闻传媒中心
音频作品

95

《吉视短评》1.走“新”又“走心” 在学史中

力行担当》2.用文明标注进步 为“幸福吉林”

加码》3.“激活”黑土上红色资源“精神矿藏”

代代相传

评论

1分 03秒
1分 04秒
1分 01秒

作者：滕树华、王晶、唐赫

编辑：曲苑铭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96 今以法为律 敬畏心中留 评论 6分 19秒
作者：张北桥、于洋、宋健、

宋克升、王林编辑：王林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97 “自扫门前雪”也是一种美德 评论 4 分 13 秒

作者：张永平、谢向东、

任广岩、周书、王舒

编辑：张永平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98 《导盲犬小薰的口套》 评论 11 分 35 秒

作者：乃嘉（陈乃嘉）、宫平、

袁丽丽、冯云鹏、小雪（李雪）

编辑：小雪（李雪）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99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 评论 2分 30秒 张万兴、王伊孟祥玉、马嘉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00 《梅事儿聊聊》-共享单车 评论 14分 53秒 孙方志 侯旭 韩志勇
梅河口市

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01 山城之光 新闻专题 10分 06秒
记者：林彦余 制作：梁仲汉

编辑：赵孟秋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102 家庭农场好春光 新闻专题 9分 36秒 商越洋编辑：张昊鹏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103 11公里幸福路 新闻专题 7分 16秒
刘星彤 王理子 赵春阳

编辑:赵春阳

吉林广播电视台

乡村广播
音频作品

104 跨越 2000公里的追寻 新闻专题 11分 15秒
袁博、蒋晓楠 白月、王瑞婷

编辑:袁博、蒋晓楠

吉林广播电视台

旅游广播
音频作品

105 边境小城故事—百年老宅“千金”不换 新闻专题

https://mp.weixin.qq.co
m/s/70ylYaw2FiSEstNa

58G8ZA

策划：王曼 记者：李佳

编辑：蒋尚坤

吉林广播电视台

旅游广播

新媒体

音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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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爱心接力有结果：走失小学生平安回家 新闻专题 4分 59秒 武彦同 杜朋 孟祥燕 长春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107 三代水电人的赤子初心 新闻专题 7分 36秒
刘宏、刘永浩、姜宝童、

张晓峰、于波、王艳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108 家书两岸情 新闻专题 26 分 21 秒
万春梅、张少华、秦 笙、黄漫、

于乐、刘雪飞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109 《打好春节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闻专题 17分 53秒 衣茜 延边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110 绿水青山水墨钱湾 新闻专题 14分 15秒
施涛、高晓勇、李振明、

徐辰飞、陈新宇、杨霞、
通化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111 《5G+无人智慧农机“点亮”白城乡村》 新闻专题 10分 23秒
韩双 杨越 张冰冰

张晓光 王洋 林存明
白城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112 《“就业红娘”于砚华》 新闻专题 12分钟
蔡春艳 李丹 解珊

王贺 孙天牧 马艳华
白城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113 振兴路上 新闻专题
http://page.jlntv

.cn/rz5x79/#/Home

作者：集体（谢荣、刘金红、刘

飞、王跃宇、刘家骥、王晓宇、

方雪婷、张思博、张雨帆、肖妍、

苏洺永、冯柏春、孙雨萌、张宇

楠）编辑：谢荣、刘飞、刘家骥

吉林广播电视台

视听新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14 特快列车 “晚点”运行 新闻专题 7分 28秒
作者：王儒雅、刘若冲、姚伟、

张岩、张雅丽、王林、姜胜印编

辑：王林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115

《扫码点餐不应成为“单选题”》1.《“扫码时

代”来了，老年人能应付得来吗？》2.《低成

本高效率 “扫码”受商家热捧》3.《“适老化”

改造需多方合力》

新闻专题
2分 44秒 1分 44秒 2

分 51秒

作者：集体（冯帆、杜名利、董

竞泽、张亮、许震、李春媛、蔡

景晶、肖金名、宋长虹、刘玥、

武云芳、高洪雪）编辑：李春媛、

宋长虹、高洪雪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11

116 《乡村直播间》 新闻专题 30分

作者：集体（梅雪、栾海、张东

旭、安烨、孙宏姣、陈凯峰、孙

源锴、梁紫薇、单施录、赵语佳、

贾飞、郝忠斌）编辑：邵光涛、

张璐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117 《纸短情长》 新闻专题 25分 00秒
作者：于爽、张晓娜、马浩严、

韩峰、刘爽、潘冰玉编辑：于爽、

张晓娜

吉林广播电视台

乡村频道
视频作品

118 《追石记》 新闻专题 9分 24秒
作者:晓轩(赵晓轩)、含成（黄含

成）、马雨潇、甄诚、李雪瑶编

辑:刘卓群、王雪霁

吉林广播电视台

生活频道
视频作品

119 我的爷爷杨靖宇 新闻专题 3分钟

作者：孙宇、宋健、张雅丽、

刘妍、高明、李宛书、王青青

编辑：王青青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120 （乡音·乡情）林学访：家乡发展 吾辈有责 新闻专题 4分 53 秒

作者：林玉麒、王雪娇、严磊、

张复雨、陈帅元

编辑：林玉麒、王雪娇、严磊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121 《小小心愿包饺子 感恩胸怀大爱人》 新闻专题 11 分 26 秒
作者：小雪（李雪）、宫平、

袁丽丽 编辑：宫平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122 《百佳讲述人——讲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新闻专题 5分 08 秒

作者:慧莹(王慧莹)、含成（黄

含成）、李雪瑶、卜聪、甄诚

编辑:刘卓群、王雪霁

吉林广播电视台

（生活频道）

视频作品

123
哇！在长春！无人驾驶汽车

冰雪挑战赛真的来了！
新闻专题

https://mp.weixin.qq.co
m/s/Ht2swpW3ZZTHrf

x7OmKxRw

李佳

编辑:蒋尚坤

吉林广播电视台

旅游广播

新媒体

视频作品

124
候鸟新驿站：连吃带喝一个月？

伊通河迎来一批罕见红嘴鸥
新闻专题

https://www.jlradio

.cn/html/2908/2021/

11/20/475662.html

崔潇 刘佳旎 王佳尧 刘超

编辑:罗春雷 翟剑峰 金可红

吉林广播电视台

广播网

新媒体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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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山花奖得主再出精品，长卷满族剪纸

《乌布西奔妈妈》首次公开
新闻专题

https://www.jlradio.cn/h
tml/2908/2021/12/31/48

0772.html

刘佳旎 王佳尧 崔潇 张岩

编辑：金可红 张亮

吉林广播电视台

广播网

新媒体

视频作品

126 弘扬英模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新闻专题 26分 34秒
董黎明、王立丽、杨学峰、

王刚滕林霖、田皓男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27
人体器官捐献“吉林模式”——

年移植近 200例让生命接力前行
新闻专题 20分钟

杨广安、贾翀、石华、刘高扬、

孙明亮、李彬、王东辉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28 滴水穿石—马鞍山村的蜕变 新闻专题 20分钟
梁慧、王伊、龚关、石华、

贾翀、王欢、王刚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29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我在长春过大年 新闻专题 20分钟
谢群、王大海、陈家庚、石华、

李彬、霍学梅、杨学峰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30 生命至上 终结艾滋健康平等 新闻专题 16分 59秒
张姝、刘超越、关乃卓、朱影、

赵婷婷、汤易、康宁宁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31 弘扬工匠精神 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新闻专题 20分
杨光、韩旭、常学良

孟冬鹤、郝风富、王洋、杨学峰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32
200农民获评高级职称——

从“身份”到“职业”的转变
新闻专题 20分钟

杨广安、王东辉、李彬、

王宇、李明岩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33 乡村振兴领路人：返乡创业重在创新 新闻专题 20分钟
陈家庚、王东辉、

田皓男、李明岩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34 快门定格瞬间光影传递永恒 新闻专题 20分钟 王欢、霍学梅、龚关、王宇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35
收入少 受轻视——

养老照护人员“缺口”如何补？
新闻专题 20分钟 范恩超、刘高扬、王雷、田皓男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36
长春：如何打通新能源车充电

“最后一公里”？
新闻专题 20分钟

夏翊、杨广安、刘高扬、

孙明亮、霍学梅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37 大学校园里那温暖的故事 新闻专题 8分 43秒
石珊珊、刘超越、齐畅

张春宇、吴淑丽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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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走进漂亮街区 新闻专题 20分钟 龚关、贾翀、夏翊、王宇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39 《老兵陈尚德的爱国情》 新闻专题 7分 52秒
高天秀 冯艳彬

张艳侠 衣秀丽
德惠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40 忠魂烈骨魏拯民 新闻专题 5分 01秒 闫丽、刘明辉、邹俊巍、张扬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41 残疾脱贫户的入党誓言 新闻专题 5分 30秒 苏莉莉、杨 冰、李玉玲、任靖 蛟河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42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新闻专题 19分

黄俊涛 金梅花 杨光 李雪梅

廉香兰 李今姬
延边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43 手机变成“新农具” 新闻专题 20分
李振宁 苑小娜 马长亮 卞宝华

毛娜 马维慧 王润野
延边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44 铁东区千里南下 英雄事迹回故里 新闻专题 7分 14秒
申志印 杨光刘 亮 王海霞

张国彪 杨化平 曲智敏
四平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45 一泓碧水润英城 新闻专题 7 分 41 秒
卢国文 宿 勇 王 群 辛

昕 唐 凯 李梦伟 刘 旭
四平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46 梨树小伙杜苹哲，今天的头条留给他 新闻专题 5分 08秒
郭敢峰 王淑春

马英华 范大勇
梨树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47 走进东辽县档案馆 新闻专题 25 分钟

孙伟、宋丹、林传宇、

刘畅、毛馨莹、 郭骐鸣

编辑：孙媛

东辽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48 《生命的荣光》 新闻专题 17集
徐百杰 李星达 沈南南

王琦 刘雨欣 米秀峰 刘可
松原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49 小村抗疫“哨卡”琴声扬 新闻专题 1804
姜秋 孙一兵 吕超 邵率

刘丽娜 张雷
松原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50 又见范坤 新闻专题 2129 王爱学 王小筱于继波 长岭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51 《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 新闻专题 8分 22秒
孙昕泽、臧金彤、姜禹光、李响、

钟华、刘彤、秦炳健

白山市浑江区

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视频作品

152
《记者走基层|长白山车管所：优化服务举措

让群众少跑腿快办事》
新闻专题 6分 06秒

谢青池 袁野 万子通

孙雨萌 孙文庆
长白山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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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

让每一个学生都成才
新闻专题 5分 56秒

何佳庆 孙杰名 杨晓光 张宇慧

谢微微
吉林教育电视台 视频作品

154 足迹 新闻纪录片 29分 41秒
邹韵 郝滋丽刘艳佳 冯俊达

张楠 编辑：王林 郝峰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广播
音频作品

155 松花江 新闻纪录片 7集 50分钟

作者：谢芳、姜涵予、王海旭、

张豪、吴泽、张盈盈、于寞涵

编辑：谢芳、姜涵予

吉林广播电视台

纪录片创作中心
视频作品

156
《答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省

一周年回眸》
新闻纪录片 43分 40秒

作者：李想、吴泽、张盈盈、

王德涛、严雪、卢光熠、姜波

编辑：李想 严雪 姜波

吉林广播电视台

纪录片创作中心
视频作品

157 你好，生活！ 新闻纪录片 3 分 14 秒

作者：孙宇、孙怀旭、曹帅杰、

王春艳、高晓光、陈杨、贾镇萍

编辑：陈杨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158 寻找红色芳华——与革命先烈跨时空对话 新闻纪录片

https://www.jlradio.cn/h
tml/2908/2021/8/2/4614

84.html

李雨楠 刘佳旎 刘超 崔潇

王欣 裴寄希 编辑：金可红

吉林广播电视台

广播网

新媒体

视频作品

159 坐标 | 吉林机器局：亦余心之所善兮 新闻纪录片

https://mp.weixin.qq.co
m/s/0IjgDQdBnsZJ8WI

4Vy7ysA

采写：梁仲汉 摄像：李向南

策划：张昊鹏

编辑：毛欣 孙赛男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新媒体

视频作品

160
《2021年“吉林好人·

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朱淑芳》
新闻纪录片 3分钟

张洪伟 王俏 杨晓光

李琳琳 姜雨农 鞠伟
吉林教育电视台 视频作品

161
守护黑土 守住粮仓，

吉林打响“黑土地保卫战”
系列报道

4分 13秒
3分 45秒
3分 52秒

周伟 黄妍 翟玉琢

编辑：刘晓蕾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162

编织大豆振兴密码

第一篇《盐碱地也能出高产，

大豆育种又有新突破》

第二篇《大豆连创高产背后的记录》

第三篇《野生大豆种质资源库领跑全国》

系列报道

4分 34秒
6分 10秒
6分 43秒

策划：王曼、张文汇

记者：李佳

编辑：于汇涛

吉林广播电视台

旅游广播
音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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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树品牌 争一流，

吉林汽车产业迈向“世界级”
系列报道

2分 18秒
3分 10秒
3分 26秒

黄丹、刘洋 编辑：黄丹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164 我的代号——人民卫士 系列报道

6分 10秒
5分 48秒
5分 34秒

于昕 王唯 梁仲汉

李刚 编辑：周伟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165 中西合璧让白城燕麦走出国际范 系列报道
2 分 30 秒
3 分 02 秒
2 分 52 秒

吴爽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166

《绿色为底 “风光”无限》之一：让大风刮

来财富《绿色为底 “风光”无限》之二：让

阳光化为产能》绿色为底“风光”无限》之三：

“风光”互补打造“绿氢”时代

系列报道 每集 4分
李东刚 张宏 李家杨

郑丽坤 侯盼 杨洋 袁忠宝
白城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167 最后一公里有多远
系列报道

（连续报道）

6 分 24 秒

5 分 20 秒、

6 分 31 秒

李慧、于智勇、胡妍、刘永浩、

郭立波、于 波、王艳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168
《恩人，你在哪儿？交通事故中获救的老两口

急寻恩人》

系列报道

（连续报道）
10 分 09 秒

刘园园、包汉青、官建国、于兴

武、徐蕾、韩涛、刘焕辉

延边广播电视台

交通文艺频率
音频作品

169
《告别 赓续》（1）一顿饭

（2）一封信（3）全家福
系列报道

3分 58秒 3分 59秒 3
分 59秒

作者：集体（谢荣、梅雪、刘飞、

刘洋、袁琳、张雪、张锐、姚勃、

苏洺永、蒋宝宝、安烨、孙宏姣、

贾飞、王欣慰、曾祥云、卢炳竹）

编辑：集体（谢荣、梅雪、刘飞、

刘洋、袁琳、张雪、张锐、姚勃、

苏洺永、蒋宝宝、安烨、孙宏姣、

贾飞、王欣慰、曾祥云、卢炳竹）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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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民生“小确幸”》1.辽源：居家设施“适老化”

卫生间里“扶一把”2.白城：小小警务室 便民

大文章 3.长春：“自融雪”路面刷屏全国 “硬

核科技”助力冬季出行

系列报道

3分 47秒
3分 59秒
2分 57秒

作者：孙宝泉、张锐、冯思学、

葛晓晶、张凌云、陈帅元、李永

飞、鄂欣编辑：孙宝泉、张锐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171 第三只眼看中国 系列报道
3分 20秒 3分 21秒 3

分 11秒

作者：王大海、张岩、宋克升、

刘若冲、姚伟、曹帅杰、邵帅、

王林编辑：王林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172 《让爱回家——就地过年·云团圆》 系列报道
3分 07秒 3分 05秒 3

分 18秒

作者：集体（高瑛婕、聂鑫晶、

冯帆、闫鹏飞、张洋、闫冰冰、

季凯、张亮、肖金名、孙畅、

董啸宇、张瑜）编辑：闫冰冰、

季凯、张亮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173

《最美都市 温暖 2021》系列

1.《最美都市 温暖 2021——防疫人员篇》2.

《最美都市 温暖 2021——辅警小陈》3.《最

美都市 温暖 2021——异乡人》

系列报道

1 分 11 秒

1 分 11 秒

1 分 10 秒

作者：姜锐、黄晓蕾、刘宇宁、

刘小瑜、赵家艺、朴金绣、冯皓

编辑：姜锐、黄晓蕾、刘宇宁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174

《爱助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系列报道：

1.《黑户男孩顺利入学 爱心接棒一帮到底》

2.《五年病魔抗争路 眼见曙光再蒙尘》

3.《祖孙三代生活难 各方联手助孤残》

系列报道

6 分 02 秒

7 分 53 秒

4 分 44 秒

作者：于莹、雨昊（王雨淏）、

冯云鹏、周欣媛

编辑：周欣媛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175 报告总书记 系列报道 共 6期 4分钟/每期

张万兴、谢群、梁慧、王伊、

王子欣、李中国 杨若男、刘雨、

周墨、孟祥玉、陈旭、马嘉、

吴迪、孙伟红（集体）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76
骑手受伤保险赔偿一波三折：

材料递交半年多无进展 记者帮办结
系列报道

3分 36秒 3分 22秒 3
分 23秒

王晓宇、姜力铭、齐畅、张春宇、

汤易、赵婷婷、阚婳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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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文明礼让 长春有我 系列报道
3分 43秒 3分 10秒 3

分 58秒
石珊珊、傅家瑜、齐畅、

朱影、倪蔓蔓、汤易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78 社区办事处—《初心如磐·河山留证》 系列报道

共100集（代表作三集）

4分 44秒
5分 23秒 3分 59秒

张万兴、梁慧、王昊、张微微、

李明月、徐志桓、张树雨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79 社区办事处—《冰妆河山秀·雪傲吉林红》 系列报道
共 7期

5分钟/每期

张万兴、梁慧、王昊、张微微、

李明月、徐志桓、张树雨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80 被救护的豹猫幼崽野化训练 系列报道

1分 47秒、

2分 02秒、

1分 29秒

邢玉娜、杨卫国、杨 梅、

程天石、吕谨同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81 脊梁——江城党史群英谱 系列报道

6分 34秒，

5分 47秒，

6分 21秒

闫丽，刘明辉，彭雪娇，冯薇，

洪禹泽，程天石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82

《忆党史.红色伊通》之老兵访谈》系列第 1集
《战场上没有怕死的战士——老兵 吴化南》

第 3集《火线入党 矢志不渝——老兵 王昌》

第 9集《火线入党 矢志不渝——老兵 王昌》

系列报道

每集 5-8分钟共 10集 6
分 04秒 7分 49秒

6分 41秒

贾颜旭 王国伟贾春旺 张曦元

刘佳 杨艳芹陈海峰 张天英

伊通满族

自治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83
记者探访通化市

新冠肺炎集中定点收治医院
系列报道 10分 49

刘家铭 张莹 王方轶 代群

韩宇 李振明
通化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84 《红色记忆》专栏系列报道 系列报道 11分
庞久泓 张 宁 卢海粼 刘雁冰

代群 刘丽娜 尹艳明 马利恒
通化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85

《 “深绿”发展 “风光”无限》之一：变“风

灾”为“宝藏”《 “深绿”发展 “风光”无

限》之二：变光能为产能《 “深绿”发展 “风

光”无限》之三：“风光”互补打造“绿氢”

时代

系列报道 每集 4分
李东刚 张宏 陈珊珊 刘玉亮

李家杨 杨洋金哲 赵春苗
白城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86 有爱相助 破茧成蝶 新闻访谈 16分 46秒
孟凌华、赵春阳、曲少为编辑：

方丽茹

吉林广播电视台

乡村广播
音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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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齐嵩宇： 创新无大小，坚持是成功的关键 新闻访谈 24分 08秒
黄丹 孟祥秋 朴英录

编辑:王林 李硕 吴玉军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广播
音频作品

188 “徐帮主”和她的爱心蒸饺店 新闻访谈 12分 41秒 刘佳、范智博编辑：潘振铎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189
“走进白山黑水 回望冬夏南京 ”——吉林新

闻综合广播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历史揭

秘特别节目

新闻访谈 28分 51秒

集体（策划：郝峰 主持人：刘

艳佳 编辑：尹诗琳 录音：郝滋

丽 戴鹏骥 制作：邹韵 冯俊达

采访：张晓微、卢振锋）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广播
音频作品

190
2021全省两会特别节目 :乘风破浪 扬帆远航

——吉林创新
新闻访谈 26分 59秒

集体（编辑：刘艳佳 孟祥秋

主持人：刘艳佳 策划：王林 郝

峰 录音：郝滋丽、戴鹏骥制作：

邹韵 采访：张晓微、卢振锋）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广播
音频作品

191 天问一号如何练就“火眼金睛”——
《好好学习》走进长春光机所

新闻访谈 26 分 14 秒
王丽汪雨梅
编辑：王林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广播

音频作品

192 两代社区书记的初心传承 新闻访谈 45分 45秒
胡妍、姜 程、李笑菊、刘永浩、

于智勇、刘苏墨、

编辑：郭立波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193 两代社区书记的初心传承 新闻访谈 40分钟
刘苏墨、李 哲、胡妍、宣广宇、

王振羽、周士超、戚晓光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194 魅力东北亚，多彩在通化 新闻直播 70分 33秒

策划：郝滋丽 主持人：郝峰

撰稿：邹韵 音视频：冯俊达

尹诗琳 田楚婷 吴航

编辑：王林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广播
音频作品

195 《飞速长白山》 新闻直播 103分钟

于鑫焱.薛冯化.姚歌

孙培琳.孙维波.姜雪

张双.刘书哲.陈磊

延边广播电视台

旅游广播
音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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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勿忘“九一八” 新闻直播 60分钟

作者：集体（彭其俊、王大海、

姚伟、张岩、高晓光、刘妍、

刘露、袁亦方、魏涌、王梦雪、

宋克升、宋健、谢向东、任广岩、

高明、张强）编辑： 刘妍、

刘露、王梦雪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197 喜庆渔年 2021查干湖冬捕直播 新闻直播 12分 54秒

作者：孙戈镝、张凌云、张旭岩、

毛元翰、鄂欣、尚云龙、樊子健、

季阳编辑：孙戈镝、张凌云、

张旭岩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198 大年小年 温暖过年 新闻直播 120分钟

作者：集体（王大海、吴冬、

高杉、丛龙静、姚伟、张岩、

王宇、周书、高晓光、李鉴博、

左达明） 编辑：周书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199
记者带您逛展会|

走进吉林馆白城展区和延边展区
新闻直播 46 分 14 秒

作者：韩啸、安国裴、姜丽程、

苏洺永、张雨帆、徐小曦、

孙雨萌、杨方琪、王云鑫

编辑：孙雨萌、杨方琪

吉林广播电视台

视听新媒体中心

新媒体

视频作品

200
在希望的田野上·乡遇-中国农民丰收节·舒兰

特别直播
新闻直播

https://lpbztcb4.7r14aty
i40.com/f/X-8LIFFbFjJ

W22bG

邱峰 赵英敏 赵春阳 郭亮

戴婷 秦勤 王思岩 赵冬雪

编辑:赵英敏

吉林广播电视台

乡村广播

新媒体

视频作品

201
《最美四月天“吉”美乡村游》全省融媒联动

大直播农安乡村游美景与您相约
新闻直播

3小时

35分 39秒
张丹辉 张晓丽 牛婷婷

吴昊 张卓 孙广礼
农安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202
四平市严查杨国福华莱士蜜雪冰城等

网红餐厅
新闻直播 1小时

吴 爽 刘 旭 申志印

李孟伟 李 娜 张 芳

刘 鑫 唐 凯

四平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203
最美四月天 “吉”美乡村游

打卡集安市钱湾村
新闻直播 23分 32秒

史林丹 王多 程驿童 姚有兵

杜吉霖 曹国清 李蕊

丁文 季光达

通化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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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976新闻周刊》 新闻编排 20分 32秒
魏莱、 戴婷、赵春阳

编辑:赵春阳

吉林广播电视台

乡村广播
音频作品

205 白山松水的“七一”欢歌 新闻编排 26分 41秒 刘晓蕾 张玲玲 编辑：周伟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206 吉广新闻 新闻编排 31分 55秒 陈昱、郭 巍、编辑：商慧媛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207 《吉林新闻联播》 新闻编排 30分 04秒
作者：刘志海、董宏轩、徐中华

编辑：刘志海、董宏轩、徐中华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208 《新闻早报》 新闻编排 50分
作者：滕树华、刘振鹏、贾璐璐

编辑：滕树华、刘振鹏、贾璐璐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209 六一特别节目《让爱回家 让家团圆》 新闻编排 30 分钟
作者：王宇、陈杨、贾镇萍

编辑：陈杨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210 《白山新闻联播》 新闻编排 15分
韩志博、吴沫奇、林清华、

刘景慧、郭子华

白山市

新闻传媒中心
视频作品

211 吉林之子 新闻专栏
24分 09秒
25分 55秒

集体（主创：吴玉军、孟祥秋、

李雨楠、王浩懿、朴英录；编辑：

王林、李硕、郝凤义）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广播
音频作品

212 有理走天下 新闻专栏
56分 42秒
55分 56秒

主持人：郭晓慧 庞国华

编 辑：徐冉月 崔晓睿

策划: 于跃 张佩璐

吉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
音频作品

213 声音 新闻专栏 22分 19秒
姜程、李笑菊、李慧、胡妍、

姜宝童、李玉萍

编辑:姜程、李笑菊、胡妍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214 《延边新闻》 新闻专栏 42分 49秒
于檬 张洋 郎秋萍 于娜

车莹 李自然
延边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215 《守望都市》晚间版 新闻专栏
58分 20秒
54分 10秒

作者:集体（李雪、上官圣、徐

纪枫、闫冰冰、李洋、赵爽、辛

翀、尹彤、卢新、宋玉馨）编辑：

上官圣、徐纪枫、闫冰冰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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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今 晚》 新闻专栏 15分

作者：集体（薄凯文、高原（高

兴源）、林爽、曲苑铭、王晶、

王延丽、盛思蓝、杨倩、孙天琳、

郭义源、娄亚楠）编辑：集体（薄

凯文、高原（高兴源）、林爽、

曲苑铭、王晶、王延丽、盛思蓝、

杨倩、孙天琳、郭义源、娄亚楠）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217 《新闻早报》 新闻专栏 35分 50分

作者：集体(滕树华、刘洋、

刘振鹏、林雪俏、李萌、贾璐璐、

刘派、左卓越)编辑：集体(邓丽

莉、满盛楠、施晓萌、封卉、王

楠、赵建平)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218 《第 1报道》 新闻专栏 75分钟

作者：集体（彭其俊、王大海、

吴冬、高杉、丛龙静、姚伟、

张岩、王宇、周书、张华、王舒、

王林、陈杨、贾镇萍）编辑：集

体（王舒、王林、陈杨、贾镇萍）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219 《乡村四季 12316》 新闻专栏 40 分

作者：集体（韩梅、李景雨、李

璐璐、刘俊彦、赵伟明、武红燕、

董礼、常曦文、车芸星、韩浩）

编辑：魏冬钰、徐昕、李旭

吉林广播电视台

乡村频道

视频作品

220
《都市帮就灵》

2021 年 1 月 11 日播出节目（上）

2021 年 12 月 8 日播出节目（下）

新闻专栏 30 分

作者：集体（袁丽丽、冯云鹏、

宋雪、小雪（李雪）、王雨淏、

陈乃嘉、于莹、谢文宇、全星怡、

李昕彦）编辑：宋雪、全星怡、

李昕彦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221 全媒体运营师职业素养浅析
新闻业务研究

（论文）
3633 字 戴婷 张亮

吉林广播电视台

乡村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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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融媒体环境下广播主持人的

素质发展方向

新闻业务研究

（论文）
3389 字 孟晓婷

吉林广播电视台

旅游广播

223
短视频赋能主题主线宣传——

以吉林广播电视台脱贫攻坚

短视频系列节目创作为例

新闻业务研究

（论文）
5086 字 谢荣、梅雪、邵光涛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224
汇聚全媒正能量 构建舆论新生态——以东北

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报道为例

新闻业务研究

（论文）
3925 字 庄谦宇 编辑：武艳珍

吉林广播电视台

视听新媒体中心

225 了不起的家乡 重大主题报道
7分、475 分、

546 分

陈迪 于昕 贾玉琢黄丹、刘洋

编辑：张若鹏 刘晓蕾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226 吉林：发力碳纤维，培育“产业树” 重大主题报道 9分 50秒 商越洋、姜力文编辑：赵孟秋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227 闪耀的“金鹿” 重大主题报道 10分 35秒 梁仲汉编辑：赵孟秋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228 恰同学少年 重大主题报道 28分 06秒
郝峰 邹韵 郝滋丽

刘艳佳 冯俊达 编辑：王林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广播
音频作品

229 长白山进入高铁新时代 重大主题报道 32分 34秒

集体（王曼、张文汇、赵秀明、

韩一楠、董华一、孟晓婷、袁博、

李佳、范兆彤、葛福明、柳婷婷、

杨莹、蒋尚坤、刘奇聪、安静波、

姚博文、魏超、白华瑞、代腾飞、

关炜橙、徐宇萍、何蕾、张璐、

徐鑫雨、郭薇、高畅、何源

编辑:袁博 孟晓婷）

吉林广播电视台

旅游广播
音频作品

230 百年红星耀吉林 重大主题报道 8集×35分钟

作者：王海旭、张豪、吴泽、张

盈盈 、王德涛、于寞涵、刘鸽

编辑：王海旭

吉林广播电视台

纪录片创作中心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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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振兴路上》（1）我爱我的伊勒门（2）老徐

求才记（3）我的手机变成了“新农具”
重大主题报道

3分 55秒
3分 54秒
3分 57秒

作者：集体（谢荣、梅雪、袁琳、

刘振鹏、于丹、单思敬、刁文钰、

曾祥云、刘鑫、栾海、安烨、张

东旭、单施录、孙源锴、董昭廷、

安一铭）编辑：集体（谢荣、梅

雪、袁琳、刘振鹏、于丹、单思

敬、刁文钰、曾祥云、刘鑫、栾

海、安烨、张东旭、单施录、

孙源锴、董昭廷、安一铭）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232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档案里的初

心”》1、“播火者”马骏：如磐的信仰 2、“铁

血英雄”杨靖宇：以身许国 忠贞不渝 3、金春

燮：革命热土的树碑人

重大主题报道

3分 59秒
3分 58秒
3分 58秒

作者：集体（孙宝泉、滕树华、

刘洋、刘振鹏、孙戈镝、王露莹、

高兰、张楠、许南、尚云龙）编

辑：集体（贾璐璐、邓丽莉、李

萌、汤振锋、闫文韬、魏明轩）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233 吉林这百年 重大主题报道 2分 53秒
作者：刘金红、刘飞、张思博、

王跃宇、王晓宇、冯柏春、赵春

萌编辑：赵春萌

吉林广播电视台

视听新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234 长白忠魂----魏拯民 重大主题报道 10分 54秒
权刚、张晓峰、刘畅、赵志国、

荆 雷、丁国峰、杨早

（播音名：杨斯婷）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235 山沟里飞出“冰雪梦” 国际传播 8 分 35 秒
商越洋

编辑:张若鹏 张昊鹏 赵孟秋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236 油莎豆的春天 国际传播 8 分 赵孟秋 梁仲汉 编辑：张昊鹏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237 幸福养老“云”上见 国际传播 12 分 50 秒
李婷、苏晓亮、金峰重

编辑: 苏晓亮、金峰重

吉林广播电视台

融媒创智部
音频作品

238 村医伉俪，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 国际传播 8 分 14 秒
林彦余、赵孟秋、苏晓亮

编辑:苏晓亮

吉林广播电视台

融媒创智部
音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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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李玉：3.5万贫困户点赞的院士 典型报道 8分 39秒
记者：赵孟秋 播音：郑宗制作：

梁仲汉 编辑：张昊鹏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240 以爱之名，换得“心”生 典型报道 9分 37秒
记者：赵孟秋 制作：梁仲汉

编辑：梁仲汉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资讯中心
音频作品

241
明东村：从美丽乡村到

“美丽经济”的蝶变！
典型报道 5分 36秒

蒋尚坤 王曼 张文汇

编辑:李佳 李泽育

吉林广播电视台

旅游广播
音频作品

242 致富路上的“蘑菇院士” 典型报道 11分 06秒
孟祥秋、吴玉军、王云楼

编辑：王林、李硕、郝凤义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广播
音频作品

243
过家门而不入

只为守护好城市这个“大家”
典型报道 3分 08秒 施涛、张春梅、王燕、张佳音 通化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244 精神图谱：麻袋毛精神 典型报道 30分

作者：集体（梅雪、栾海、袁琳、

单思敬、刘鑫、卢炳竹、陈凯峰、

孙源锴、梁紫薇、刁文钰、

单施录、郝忠斌、曾祥云）

编辑：赵雨婷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245 《折翼天使的“超凡”人生》 典型报道 2分 47秒
作者：赵鑫、张洋、何欢、尹彤、

卢新、宋玉馨、张萌

编辑：尹彤、卢新、宋玉馨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246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今日中国吉林篇）

查干湖：发展生态渔业模式 擦亮金字招牌
典型报道 3分 26秒

作者：孙戈镝、张旭岩、樊子健、

肖建成编辑：齐雪皎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247
全国“最美公务员”

宋宣葶：带领老岭村脱贫的“硬骨头”
典型报道 4分

作者：毛元翰、毕可佳

编辑：薄凯文、徐中华、孙巍

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
视频作品

248 罗昭强：我的入党故事 典型报道 3分 15秒
作者：许会哲、汪洋、王舒畅、

李云龙、王嫱、张宇楠

编辑：王舒畅

吉林广播电视台

视听新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249 百年华诞颂党恩百名劳模话初心 典型报道
共 100期平均 45秒/每

期

王子欣、李昂、吴迪 李明岩、

彭家瑞、张焱
长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250 “智慧”苹果梨园 延边苹果梨发展新起点 典型报道 20分
李振宁 苑小娜 马长亮

庄建德 刘刚 张蕾王润野
延边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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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梅河口海龙湖救人的“墨镜小哥”火了!

谢谢你，平民
典型报道 3分 22秒

徐烁 战柏霖 姜楠 段祺林

邱珊 宋佳阳 陈健雄

梅河口市

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252 无故断水 9个月,学校求"解” 舆论监督报道 10分 06秒
姜程、胡妍、李笑菊、李慧、

于智勇、刘永浩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音频作品

253 根治形式主义，要“绣花”不要“秀花” 舆论监督报道 5分钟
杨玉峰 胡旭辉 段祺林

黄丽萍

梅河口市

融媒体中心
音频作品

254 营销靠“洗脑” “馅饼”变“陷阱” 舆论监督报道 7分 27秒
作者：张凯、谢向东、何伟、

贾明、孙语林编辑：张凯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255

1.《快递站暴力分拣 工作人员把快递扔得满天

飞》2.《暴力分拣快递满天飞 涉事网点被处罚》

3.《长春一申通网点暴力分拣 员工“建议”发

顺丰 网点负责人出面道歉》

舆论监督报道

16秒
36秒
32秒

作者：闫冰冰、赵爽、张贺、

许悦丽、许印德编辑：闫冰冰、

赵爽、张贺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256
1.《怀疑油站“缺斤短两”？车主量杯测量》

2.《众诚连锁发布声明 多部门介入调查》
舆论监督报道

4分 23秒
4分 08秒

作者:集体（秦嘉悦、付强、何

欢、肖沐野、李洋、辛翀、李晓

彬、尹彤、刘畅、张萌）

编辑：李洋、辛翀、李晓彬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257

《无名路上的“神秘加油站”》（上、下） 舆论监督报道
4分 19秒
2分 00秒

作者：集体（秦嘉悦、付强、

上官圣、徐纪枫、高瑛婕、卢新、

闫鹏飞、李晓彬、张伊宸、党园）

编辑：上官圣、徐纪枫、卢新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视频作品

258
老人 38 年未落户 民警积极沟通帮解决 舆论监督报道 4 分 18 秒

作者：贾明、李思

编辑：贾明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视频作品

259
交纳过养老保险金系统中却没有记录 舆论监督报道 4分 张延庆 庄建德 李铮 时光 延边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260
河水突变浑浊 记者多次探寻源头查真相 舆论监督报道 6分 40秒

张延庆 卞宝华 刘刚 张蕾

毛娜 王润野 盖永强
延边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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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吉林省广播电视协会非会员单位作品（共 36 件）

1.新闻专题 20 件 2.新闻访谈 2 件 3.新闻直播 5件 4.新闻编排 4件 5.重大主题报道 3件 6.国际传播 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字数/（时长） 作者姓名 推荐单位 备注

1 诗和远方的青春故事 新闻专题 5分 34 秒 刘源源、梁洋 总台吉林总站

2 鲁恩杰：从患者到“心灵抚慰者” 新闻专题 10 分 26 秒 孙建德 王梓 赵丹阳 裴洋 总台吉林总站

3 闹心的学区房孙建德 吴刚 新闻专题 6分 35 秒 孙建德 吴刚 总台吉林总站

4
逛吃又跳舞！

王冰冰体验东北乡村一日游

新闻专题 4分 03 秒 王冰冰 梁洋 总台吉林总站

5

【粮安记者万里行】“梨树模式”促

增产 “粮食银行”保增收 吉林优

质好粮飘香四方

新闻专题 1分 37 秒 苑竞玮 梁洋 王巧玲

四平台王磊

总台吉林总站

6
冬奥来了 新中国第一座高山滑雪

场开板迎各地雪友

新闻专题 3分 31 秒 苑竞玮 吴刚

肖金伟 季祥瑞 卢正桥

总台吉林总站

7
吉林松原：年年有“鱼” 查干湖在

丰收中辞旧迎新

新闻专题 5分 19 秒 张楚梁洋 肖金伟

徐洋 於大贺

总台吉林总站

8
记者 vlog：打开星空夜滑

浪漫整个冬天

新闻专题 2分 45 秒 张楚肖金伟 卢正桥 总台吉林总站

9 建党百年·开启红色之旅 新闻专题
刘宗岷、李蕴涵

编辑:刘宗岷、李蕴涵
通化新闻网

10

百年铸魂 牢记嘱托！中国吉林网

“2021，吉林振兴进行时”大型主

题调研采访活动

新闻专题 集体 中国吉林网

11 建党百年庆华诞 振兴发展看吉林 新闻专题
丁隽 李易书 殷维 王昕

张秋磊 马瑞

中国吉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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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庆祝建党 100 周年

“沿着高速看吉林”主题采访活动
新闻专题 王涛

中国吉林网

13 美丽乡村纪事 走进乡村看小康 新闻专题 集体
中国吉林网

14 “百年党史忆初心”微访谈活动 新闻专题 马楠 齐智 李玉磊
中国吉林网

15 聚焦 2021 吉林省两会 新闻专题 集体
中国吉林网

16 小巷人物 新闻专题 李璐宜 陈尤欣
中国吉林网

17
“弘扬‘四战四平’精神·V 游英雄

城四平”2021 新媒体行活动
新闻专题 李忠鑫

中国吉林网

18
《乐享清爽夏日 品味都市生活》

2021 长春消夏艺术节专题
新闻专题 彭绅 房子琪

中国吉林网

19 《健康会客厅》视频访谈专题 新闻专题

李大川 苑广鸿 彭洪升 常麟

祥

李斯特 刘阳

编辑:刘树 王也 王丹丹

吉林日报

20 保卫黑土粮仓 新闻专题 郎秋红、薛钦峰、孟含琪 新华社

21

京吉交互云直播丨云对话全国人大

代表齐嵩宇：聊聊首次走上“代表

通道”背后的故事

新闻访谈

http://news.cnjiwa

ng.com/jwyc/202103

/3332066.html

李易书、越明、冯云鹏

编辑:鞠华军
中国吉林网

22 三孩时代 关注 6 大医学焦点问题 新闻访谈

https://mp.weixin.

qq.com/s/fhWNGE81u

VEGY0M1IgCxMg

裘佳

编辑:裘佳
医师报

http://news.cnjiwang.com/jwyc/202103/3332066.html
http://news.cnjiwang.com/jwyc/202103/3332066.html
http://news.cnjiwang.com/jwyc/202103/33320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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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慢直播 | 你看你看！月偏食 新闻直播

https://xcyh5.xinhu

axmt.com/newh5/#/re

port-list?liveId=16

3705205608716

崔衍伟 刘振卓、李依恒、朱富

江、王潇仪、兰铁锋、王欢
吉林乌拉圏

24

世界地球日：中国吉林网赴珲春启

动大型联动直播

看 都发现了什么？

新闻直播

http://app.chinaji

lin.com.cn/resp/li

ve/20210422/202104

22_915EB1EBECD8415

D9D5605C4591D2085.

html

李志明 张秋磊

编辑:郭龙
中国吉林网、吉刻 APP

25
吉刻直播：

长春鲁辉国际城荷兰小镇正式封
新闻直播

http://app.chinaji

lin.com.cn/resp/li

ve/20210128/202101

28_67755F9EB2234C1

1A104C1D55822AB52.

html

王昕

编辑:齐智
吉刻 APP

26

吉林省“推进‘一主、六双’，加快

项目建设”行动启动暨春季项目集

中开工联动云直播
新闻直播

http://video.caili

anxinwen.com/cloud

/h5/16165597401619

21

集体（伊秀丽 潘锐 赵赫男 李

婷 张红玉 彭洪升 杨悦 李斯

特 刘阳 杨骐宁 丁美佳 王学

雷 冯荟羽 ）编辑:彭洪升

彩练新闻

27
迎世界气象日 带你“云”看气象

新闻直播

http://video.caili

anxinwen.com/cloud

/h5/16163043693829

06

彭洪升 李艳 常麟祥 李斯特

刘阳 胡金香 杨骐宁

编辑:彭洪升

彩练新闻

28
800 亿斤的“秘密”！ 新闻编排 常海军 马宁 关若瀛

编辑: 王丹丹 王也

吉林日报

29
暴雪来袭！这些瞬间温暖人心…… 新闻编排 董杰、裴晶莹

编辑:裴晶莹

吉林日报

30
一棵白菜的“吉林环游记” 新闻编排 常海军 马宁 关若瀛

编辑:刘树 王丹丹 韩蕊

吉林日报

http://app.chinajilin.com.cn/resp/live/20210422/20210422_915EB1EBECD8415D9D5605C4591D2085.html
http://app.chinajilin.com.cn/resp/live/20210422/20210422_915EB1EBECD8415D9D5605C4591D2085.html
http://app.chinajilin.com.cn/resp/live/20210422/20210422_915EB1EBECD8415D9D5605C4591D2085.html
http://app.chinajilin.com.cn/resp/live/20210422/20210422_915EB1EBECD8415D9D5605C4591D2085.html
http://app.chinajilin.com.cn/resp/live/20210422/20210422_915EB1EBECD8415D9D5605C4591D2085.html
http://app.chinajilin.com.cn/resp/live/20210422/20210422_915EB1EBECD8415D9D5605C4591D2085.html
http://app.chinajilin.com.cn/resp/live/20210128/20210128_67755F9EB2234C11A104C1D55822AB52.html
http://app.chinajilin.com.cn/resp/live/20210128/20210128_67755F9EB2234C11A104C1D55822AB52.html
http://app.chinajilin.com.cn/resp/live/20210128/20210128_67755F9EB2234C11A104C1D55822AB52.html
http://app.chinajilin.com.cn/resp/live/20210128/20210128_67755F9EB2234C11A104C1D55822AB52.html
http://app.chinajilin.com.cn/resp/live/20210128/20210128_67755F9EB2234C11A104C1D55822AB52.html
http://app.chinajilin.com.cn/resp/live/20210128/20210128_67755F9EB2234C11A104C1D55822AB52.html
http://video.cailianxinwen.com/cloud/h5/1616304369382906
http://video.cailianxinwen.com/cloud/h5/1616304369382906
http://video.cailianxinwen.com/cloud/h5/1616304369382906
http://video.cailianxinwen.com/cloud/h5/161630436938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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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去哪玩？吉林省66条夏秋季旅游

新产品一图看》

新闻编排 王也 关若瀛 姚思琪

编辑:王也 姚思琪

吉林日报

32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吉林：

百年旗飘光辉路 全面振兴再启程

重大主题报道 1小时 53 分 王宇航等 15 人 总台吉林总站

33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今日中

国】吉林全面振兴再启程

重大主题报道 2分 20 秒 王宇航等 9 人 总台吉林总站

34

“与有荣焉，因你之名— —追寻先

烈足迹 寻访英雄同名城”大型融媒

主题采访活动

重大主题报道 http://news.cnjiwa

ng.com/jwyc/202104

/3356502.html

杜宇峰 矫雁肇 栾喜良 越明

李志明 张秋磊 马瑞

编辑：李玉磊 陈尤欣 王丽华

中国吉林网

35

粉雪奇遇 国际传播 45 分钟

http://www.neabrid

ge.com/kjl/202201/

3505021.html

佟德军 李扬 杨波

编辑: 佟燕玲 牛思家 刘赜瑞

中国吉林网

-中国彩虹网
France

Mont Blanc

8

36

节日中国 文化吉林 国际传播 http://www.neabrid

ge.com/dsp/202105/

3371779.html

杨波、王兰

编辑: 李墨、魏向阳、王丽华、

赵一妍

中国吉林网-中国彩虹

网

中国彩虹网

俄语频道首

页通栏

三、吉林省广播电视协会县级融媒体作品（共 66 件）

1.消息类 22 件 2.评论类 1件 3.新闻专题 18 件 4.新闻记录片 1件 5.系列报道 6件，6.新闻访谈 2件

7.新闻直播 3件 8.新闻业务研究（论文）1件 9.融合报道 10 件 10.应用创新 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字数/（时长） 作者姓名 推荐单位 备注

1
草根宣讲员“炕上微党课”，

讲好百年党史故事
消息类 3分 10秒 张超 孟佗庚 林梅 延吉市融媒体 音频作品

2 农村留守老人谁来养 消息类 2分 56秒
李雨苗 刘雨涵

李占国 李桂华
通榆县融媒体中心 音频作品

http://news.cnjiwang.com/jwyc/202104/3356502.html
http://news.cnjiwang.com/jwyc/202104/3356502.html
http://news.cnjiwang.com/jwyc/202104/3356502.html
http://www.neabridge.com/kjl/202201/3505021.html
http://www.neabridge.com/kjl/202201/3505021.html
http://www.neabridge.com/kjl/202201/3505021.html
http://www.neabridge.com/dsp/202105/3371779.html
http://www.neabridge.com/dsp/202105/3371779.html
http://www.neabridge.com/dsp/202105/33717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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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态农业开新路 肥猪吃草富乡亲 消息类 3 分 45 秒
王德元 刘雅娟

马云芳 李珊珊
公主岭融媒体中心 音频作品

4 红心物业：用“红心”点亮“民心” 消息类 3分 59秒
绳丽光 朱伟 阚洪玉

贾洪双 王桂龙
榆树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5 《上河湾镇 4500亩旱改水项目喜获丰收》 消息类 3分 22秒 焦明亮孟竹 于跃陈迪 王铁铸 九台区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6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蛟河北方粳稻试验示范基地建成
消息类 1分 30秒 刘跃东、闫兴刚、梁鑫泽、朱丽 蛟河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7 黄松甸镇：黑土地上种出“黑元宝” 消息类 3 分 39 秒
刘跃东、闫兴刚、谭学覃、

周夕人、徐秀杰
蛟河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8 敬信湿地春意浓 候鸟归来舞春潮 消息类
345字

1分 14秒
李鑫 张晓婷 张岩 牛铁柱

珲春市融媒体中心

珲春广播电视台
视频作品

9 最强降雪彰显双辽温度 消息类 4分 19秒
张昊 常静涛 张慧惠

王远望 付强
双辽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0
“土招”结合“洋招”用，看集桓高速如何

玩转冬季施工
消息类 1分 20秒

崔轶男 王煜桐 王凯基

李润泽 胡梦娇
集安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1 镇赉县牢牢稳住粮食安全“压舱石” 消息类 3分
胡萍 郭越超

齐鑫 周 彬
镇赉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2
种在冰碴里 火在人心中

洮南市大规模试植何氏冰麦一号喜获丰收
消息类 3分 42秒

盛守鹏 韩成海

张立强 曹明佳 梁咏一
洮南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3
《为了大地丰收》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让盐碱地成为米粮川
消息类 3分 35秒

贾学刚 张李秋

程树江 孙冬梅 吴红霞
大安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4
乾安县大遐畜牧场稻田公园：乡村振兴的

“诗和远方
消息类 859字

策划：苏宏健记者：吴桐

编辑：苏宏健 制作：孙晓佳
乾安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5 党建引领致富路 一心为民勇担当 消息类 1164字
策划：李东阳记者：李东阳

编辑：苏宏健制作：孙晓佳
乾安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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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八道沟镇九道沟村特色种植产业

为村民增收致富
消息类 2分 44秒

卢明起 姚丽华 周晶

唐淑君 隋勇致
长白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7 “猫冬”已成“过去式”采摘园里忙赚钱 消息类 3分 22秒
许佳怡 刘今明 李 龙

刘雅梅 刘雅梅 李 龙
公主岭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8 “吃草的猪”建起生态循环农业 消息类 3分秒 59秒
刘今明 许佳怡 李垣锡

王姝妹
公主岭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19 周立刚：特色养殖 走出一条致富“鹿” 消息类 2分秒 44秒
刘今明 许佳怡 张天鹤

丁伊雯 张 桐
公主岭融媒体中 视频作品

20 梅河口:让“废秸秆”变成“香饽饽” 消息类 2分 21秒
王珺 郭泠泠 李忠义

刘晓明 丁浩

梅河口市

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21 “东北不夜城”夜游项目成五一爆款 消息类 2分 58秒
郭泠泠 李维 王珺

李忠义 井 洋

梅河口市

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22
“就是死，都要跟你拼到底”——来自梅河

口抗战老党员的自白
消息类 3分 53秒

陈祺 尹航 战柏霖 姜楠

倪铭泽 蔡莹 管真

梅河口市

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23 《让乡土人才成为乡村振兴的“香饽饽”》 评论 6 分 15 秒
杨延君 杨艳芹 王国伟

尹香芬

伊通满族自治县

融媒体中心
音频作品

24 奖状贴满强 心中有希望 新闻专题 9分 45秒
苏莉莉、刘艳波、徐秀杰、

杨冰、张晓鸿、田 昊
蛟河市融媒体中心 音频作品

25 朝鲜战场上的桦甸担架队 新闻专题 25分 15秒
许振兴、曹铁权、温福兵、

佟剑博
桦甸市融媒体中心 音频作品

26 拉新战斗 新闻专题 6分 43秒
李堂东、刘跃东、闫兴刚、

谭学覃、周祎、马佳、王成平
蛟河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27 行走在红色土地上的传播者 新闻专题 9 分 32 秒
安立新、王赫、李海洋、

朱明钢、张诗唯
磐石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28 《百年征程 人民至上》 新闻专题 17分 31秒
孟凡文 贾金红 薛福多 徐彩莲

程磊 赵广华 季鹏
安图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29 《孙德霞卖粮记》 新闻专题 6分 20秒
李淼 闫光杰 郑聪 陈海峰

孙芳 赵丽

伊通满族自治县

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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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大度村里的‘乔一天’ 新闻专题 12 分 10 秒

主创人员：解放、毛馨莹、冯雪

飞、宋丹、王继莹、

杨健 编辑：姜学慧

东辽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31 “一诺”金鸡促振兴 新闻专题 12 分 30 秒

主创人员:苏博、林传宇、郭骐鸣、

张萌、王继莹、马田刚

编辑:刘畅

东辽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32 无悔的青春 新闻专题 2875字 王爱学 张晓峰 王小筱 李艳春 长岭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33 天赋异禀筑匠梦浑金璞玉德艺馨 新闻专题 3383字 于继波 乔梁孙小立 高毓泽 长岭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34 练就一身复合艺送得万户严冬暖 新闻专题 2588字 于继波 乔梁 高毓泽 长岭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35
让党徽在平凡中闪光—记前郭县“全国三八

红旗手”荣誉获得者王兰英
新闻专题 1894字

王彦知 史影月富山 唐薇

张宝玺 高鸽 李博
前郭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36 《糖画——以勺为笔，以糖为墨》 新闻专题 7分 45秒
臧金彤、姜禹光、李响、钟华、

刘彤、彭延军 赵倩

白山市浑江区

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视频作品

37 夫妻驻村帮扶贫困 小康路上比翼齐飞 新闻专题 10分
蒋友全 李方园 王卓 徐晓波

肖义航 张博 王瑞鹏
靖宇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38 美丽乡村 羊肚菌商机“钱景”美 新闻专题 14分 37秒
郝鹤然 王 毅孙方志 祝莹莹

宋佳阳 唐国皓 李盼盼

梅河口市

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39 在梅城 幸福驿站 新闻专题 15分 02秒
张时禹 李盼盼王天宝 王毅宋

佳阳 唐国皓 解 明

梅河口市

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40 《网红母子》 新闻专题 7分 09 秒
王国伟 刘春来 王 远 杨艳芹

贾颜旭 杨延君 苗 旺 张迪

伊通满族自治县

融媒体中心

新媒体视频

作品

41
红色记忆 奋斗百年

（抗战篇）
新闻专题 3分钟 宋爽 临江市融媒体中心

新媒体视频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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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大柳河第一集 芳华岁月 新闻纪录片 21分 18秒
邱绵博 郝鹤然 王天宝 王毅

孙方志 宋佳阳 董国任
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43

家庭农场点燃黑土地“生金”——

（一）《“农业芯片”传承“水稻强国梦”》

家庭农场点燃黑土地“生金”——

（二）《稻蟹共生富农家》

家庭农场点燃黑土地“生金”——

（四） 《高科技助力智慧农业》

系列报道

4分 51 秒、4 分

06 秒、3 分 55

秒

周唯妍、李健勋、

袁思禹、吴万亮

永吉县

融媒体中心
音频作品

44
乡村振兴：园艺特产业绘就乡村新画卷乡村

振兴：棚膜产业 奏响四季歌乡村振兴：农

民就地挣钱有劲头

系列报道
3分 10秒 3分
49秒 3分 18秒

衣秀丽 刘洋 李国峰 德惠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45

舒兰再现野生东北虎

1.舒兰时隔三年再现野生东北虎，吃了一头

牛 2.舒兰东北虎出没，安全第一

3.舒兰东北虎频繁下山，如何自保

系列报道

5分 52秒（1分
47秒；1分 30
秒；2分 35秒）

冯亮、尹秋菊、杨宏伟、

贾梅琳、齐缘
舒兰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46

家庭农场点燃黑土地“生金”——（一）《“农

业芯片”传承“水稻强国梦”》家庭农场点

燃黑土地“生金”——（二）《稻蟹共生富

农家》家庭农场点燃黑土地“生金”——（四）

《高科技助力智慧农业》

系列报道

4分 53秒、

4分 09秒、

3分 28秒

周唯妍、李健勋、袁思禹、

吴万亮
永吉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47 谷凤杰：践行初心使命 推动乡村振兴 系列报道 10分 24秒
李宇庭 李永贤 王宣东 刘德胜

姜峰 李岩 张丹 赵洪海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48

《辽河侧畔千帆竞 百舸争流奋者先》

第 1集前六家子村：三治结合 打造干净人

家第 2集百禄村：因势利导升级美丽产业

第 3集巨兴村：产业带动促进宜业宜居

系列报道

12分 22秒 4分
48秒 3分 50秒

3分 44秒

刘 洋 孙长春张慧惠

张书金白 冰 王远望 张 昊
双辽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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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你好 315 新闻访谈 23分 11秒
黄馨乐 高选策颜明 殷艺瑄

张楠琦

梅河口市

融媒体中心
音频作品

50
徐二嘚吧嘚|打卡梅河口“市民食堂”，

听大爷大妈怎么说?
新闻访谈 4分 58秒

徐烁 姜楠徐 梓桓 郭莉

邱珊 尹航陈祺
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51
《最美四月天“吉”美乡村游》全省融媒联

动大直播农安乡村游美景与您相约
新闻直播

3小时

35分 39秒
张丹辉 张晓丽 牛婷婷

吴昊 张卓 孙广礼
农安县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52
【吉林 梅河口】“东北不夜城”尽享城市舞

台视觉盛宴
新闻直播 51分钟 12秒

孙建德 邱绵博魏刚 孟熙航

徐梓桓 刘洋 翁嘉蔚 王昕珏

徐烁 张朔

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53 【吉林 梅河口】星光花海，夜游赏月 新闻直播 30分 21秒
孙建德 韩志勇 孟熙航 徐梓桓

刘洋 翁嘉蔚 王昕珏 徐烁

侯旭 张朔

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 视频作品

54
广播电视台新闻记者采访形式

创新路径探究

新闻业务研究

（论文）
3266 字 尹秋菊 舒兰市融媒体中心

55 桦甸开办企业两小时拿照 融合报道
364 字

1 分 30 秒
于丽 桦甸市融媒体中心

56 百岁老八路孟繁杰的幸福生活 融合报道
3460 字

1 分 12 秒

任思超、吴鸿宇、曹铁权、谢郑

阳、迟学鹏、孙华、蔡亚含
桦甸市融媒体中心

57
一份早餐，温暖一座城市 |

一张馅饼包裹着两代人的情怀
融合报道

732 字

2 分 59 秒
赵楠楠 蔡亚含 迟学鹏 桦甸市融媒体中心

58
“舒兰大米”搭载“雪龙”号出征南极 成

为考察队员的日常主食
融合报道 574 齐缘 李安安 冯亮 吉林市广播电视协会

59 永吉大姐的插秧舞嗨翻朋友圈～ 融合报道 32 秒 戴安娜 永吉县融媒体中心

60 这幅百年党史画卷，精彩！ 融合报道 161 字 王淑春 邢占山 李洋洋 梨树县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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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梨树创新老旧小区改造新模式：群众“点单”

政府“送餐”
融合报道 1805 字 邢占山 王淑春 李洋洋 梨树县融媒体中心

62 主播在现场｜别了，电厂大烟囱！ 融合报道 1 分 59 秒

薛晓冬、王巍、于涛、

纪旭、于广泽

白山市

新闻传媒中心

63 南崴子街道：稻穗飘香 又迎丰收年 融合报道 3 分 48 秒
许佳怡 刘雅梅 丁伊雯

周林海
公主岭融媒体中心

64 秸秆还田变“绿肥” 融合报道 1 分 35 秒
刘雅梅 许佳怡 王姝妹

丁伊雯 姜雨思
公主岭融媒体中心

65 童言无忌话“双减” 应用创新 2 分 20 秒 孟家旭 永吉县融媒体中心

66 @所有梨树人：投票、转发，以爱为家！ 应用创新 860 字
邢占山 王淑春

郑文晋 马英华
梨树县融媒体中心

四、吉林省广播电视协会融合报道、应用创新作品（共 25件）

序

号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字数/ （时长） 作者姓名 推荐单位 备注

1
总书记点赞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你加入
融合报道

https://filec7131d811a8c.vrh5.cn/v3/

idea/kUUdvqew?suid=3871DDC3-82E8-43D

4-988D-0A543C85F48C&sl=1

郝杨 李慧 奚畅波 王井丰

编辑：金可红 张亮

吉林广播电视台

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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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党旗飘扬在路上》——

擦拭待飞的翅膀
融合报道

3分 59 秒

刘念 王宇姗 刘蔓毓

张佩璐 崔晓睿 赵明天

吉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

3 小康路上故事多 融合报道
https://m.creatby.com/v2/manage
/book/ifuhoq/?from=singlemessag

e

作者：集体（谢荣、庄谦宇、

刘金红、刘飞、王跃宇、刘家

骥、王晓宇、张思博、冯柏春、

肖妍、苗沛增、刘洋）编辑：

刘飞、王跃宇、刘家骥

吉林广播电视台

视听新媒体中心

4
《热线连心——驻美大使

演讲中的市长热线》
融合报道

https://v.douyin.com/FM8vV5K/

1 分 33 秒

作者：赵爽、闫冰冰、辛翀、

刘紫涵、卢泽旭、

张洋、高瑛婕、卢新

编辑：赵爽、闫冰冰、辛翀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5
跟随“小吉”解锁黑土

地增收密码
融合报道

作者：集体（刘金红、刘飞、

王跃宇、王晓宇、方雪婷、张

思博、孙雨萌、冯柏春、

滕树华、孙戈镝、付刚）编辑：

王跃宇、王晓宇、方雪婷

吉林广播电视台

视听新媒体中心

6

《“理想照耀中国”系列联

合融媒直播》第十四场-

东三省拉开中国抗日战争

序幕

融合报道 41 分 33 秒

作者：集体（彭其俊、王大海、

高杉、姚伟、张雅丽、刘妍、

宋健、贺奇、孙宇、高明、曹

帅杰、王晓苗、马征、李宛书、

尹晟予、孙怀旭）

编辑：王晓苗、马征、李宛书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https://m.creatby.com/v2/manage/book/ifuhoq/?from=singlemessage
https://m.creatby.com/v2/manage/book/ifuhoq/?from=singlemessage
https://m.creatby.com/v2/manage/book/ifuhoq/?from=singlemessage
https://v.douyin.com/FM8vV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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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冰湖相见·查干湖第二

十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

节》

融合报道 21’35

作者：集体（策划：张晓丹 关

培达 记者：张方时 刘宇轩 陈

佰阳 王景红 摄像：马勇 刘润

泽 主持人：李宗懋 姜艺旋

制作：夏瑞遥 赵家辉 编辑：

潘媛 常家宁 朱佳明）

编辑： 潘媛 常家宁 朱佳明

吉林广播电视台

综艺文化频道

8 这五年，“吉”不平凡！ 融合报道 2分 24 秒

作者：刘金红、王跃宇、周敏、

张思博、陈晓旭

编辑：陈晓旭

吉林广播电视台

视听新媒体中心

9

《男童出生后被送养 姐

姐苦寻弟弟半个世纪后重

逢 见面第一句“这么帅

呢”》

融合报道 24 秒

作者：刘紫涵、徐纪枫、闫冰

冰、关莉莉、刘玥

编辑：刘紫涵、徐纪枫、闫冰

冰

吉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10

中国红·英雄城——

长春：走进“长光卫星”

感受“中国智造”

融合报道

https://c.m.163.com/news/v/
VHGR1CLRI.html?from=wap_red
irect&spss=adap_pc&referFro

m=
3 分 55 秒

梁慧、李中国、李昂、

李增岩、段旭茹、马嘉、
长春广播电视台

11 微视频 | 信仰 融合报道

http://www.jlcgbdstxmt.com/Twxw/L

ist?id=21718&share=1

3 分 08 秒

李继卓、王 媛、黄小星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12 英雄赞 融合报道
http://www.jlcgbdstxmt.com/Twxw

/List?id=25957&share=1

8 篇共计 28 分 22 秒

李继卓、王媛、

李阿玲、黄小星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

13
点赞！

松山灵芝得到国家级、

省级主流媒体关注报道

融合报道

https://mp.weixin.qq.com/s/ThgG

svlUGjjYGZydMKuyZQ

1 分 33 秒

贾志、王 赫、张添、

李卓、万家兵

磐石市

融媒体中心

https://c.m.163.com/news/v/VHGR1CLRI.html?from=wap_redirect&spss=adap_pc&referFrom=
https://c.m.163.com/news/v/VHGR1CLRI.html?from=wap_redirect&spss=adap_pc&referFrom=
https://c.m.163.com/news/v/VHGR1CLRI.html?from=wap_redirect&spss=adap_pc&referFrom=
https://c.m.163.com/news/v/VHGR1CLRI.html?from=wap_redirect&spss=adap_pc&referFrom=
https://mp.weixin.qq.com/s/ThgGsvlUGjjYGZydMKuyZQ
https://mp.weixin.qq.com/s/ThgGsvlUGjjYGZydMKuy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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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字看蛟河——

过去五年

及 2021 年工作回顾

融合报道

http://phtp-share.plus.jlntv.cn

/folder5351/folder5353/folder53

57/2021-11-26/68SorvtpyyaVN7gQ.

html?_hgOutLink=news/NewsDetail

&id=3071514

刘跃东、马 佳、

闫兴刚、王成平
蛟河市融媒体中心

15 红叶之城 多彩蛟河 融合报道
xhpfm://news/?id=10053020&newst

ype=1001

李堂东、刘跃东、马佳、

闫兴刚、王成平、

谭学覃、胡凯迪

蛟河市融媒体中心

16 《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 融合报道

朱东日、林松哲、陶蕊、

姜心媛、李颖、

杨喜志、吴君华、陈博

延边广播电视台

17 烈火英雄 魂归故里 融合报道 https://v.douyin.com/8mwfskd/ 刘艳、臧立辉、沙艳红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

18 四平 2021 融合报道
4分 22 秒

曲智敏 宿勇 丛健

赵任刚 石达林 姜丁

王群 郑立鸣

四平广播电视台

19
美丽乡村彩绘墙

惊艳时光惊艳你
融合报道 2分 55 秒

杜吉霖 王志华 朱宝

王多 季光达
通化广播电视台

20
网格员：疫情防控不松懈

加班加点尽职责
融合报道 2分 09 秒

杜吉霖 王志华 朱宝

丁文 李振明
通化广播电视台

21 《生命的荣光》 融合报道
https://mp.weixin.qq.com/s/9rV1

Oz9wLUo80i70azXbxA

徐百杰 李星达 沈南南 王琦

刘雨欣 米秀峰 刘可
松原广播电视台

22
《长白山高铁（敦白客专）

开通：快上最美高铁、慢

赏大美长白》快上醉美高

融合报道 1分 16 秒 孙文庆、周徽、刘恒瑞
长白山

融媒体中心

https://v.douyin.com/8mwfskd/


39

23
蔡兴福：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融合报道 3分 20 秒

金明官、栗傲雪、邢世媛、

孙志、孙雨萌、张春蕾

长白山

融媒体中心

24 H5|因为努力 才不平凡 应用创新

https://b.u.mgd5.com/c/euej/lq4u/ind

ex.html?t=2027955341&custom=&crid=&s

=4&prev=ko2fs9x4fthb1fhi0mqwhfevw6ix

idfroqjtq6ig&time=1619747266387&from

=singlemessage0

李雨楠 王欣 徐冰鑫

王姝乔

编辑：金可红 高辉

吉林广播电视台

广播网

25 《吉林新闻》公众号 应用创新

作者：王大海、吴冬、

高杉、尹晟予、贺奇、

李扬 编辑：李扬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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