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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届吉林新闻奖媒体融合奖拟获奖作品目录（49 件） 
特别奖 

序号 等级 作品标题 发布账号（APP） 主管单位 主创人员 

1 特别奖 共度十九大时光 重温入党誓词 吉视通 APP 吉林电视台 

刘金红、刘飞、王跃宇、

陈立、孟媚、刘家骥、

王晓宇、周敏 

短视频新闻类 7 件 

一等奖 1 件，二等奖 2 件，三等奖 4 件 

序号 等级 作品标题 发布账号（APP） 主管单位 主创人员 

1 一等奖 
坐标--共同的抗战 吉林大喇叭微信公众号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张若鹏、张昊鹏、何璐

璐、李佳星、丛玉霞 

2 二等奖 

沙画微视频—报告里的新吉林 吉视通 APP 吉林电视台 
刘金红、刘飞、陈立、

苑卉卉、徐伟、王舒畅 

3 

 

二等奖 

老手艺 新出路——访面塑手艺人白春雨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官

方微博、 吉林人民广播

电台微信公众号、 沐耳

FM 客户端、 吉林旅游

广播、 腾讯视频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崔潇、李泽育、王佳尧、 

张岩、孔笑妍、奚畅波 

4 三等奖 
父亲节特别策划--穿越，遇见 20年后的他 长春电视问政官微 长春广播电视台 

李灿明、刘玢、王子欣、

夏翊、贾翀、孙明亮 

5 三等奖 【小吉微访十九大】我们社区的党代表进京了 吉刻 APP 中国吉林网 矫雁肇、路丰源、马瑞、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2NzMxNjg0Nw==&mid=2247490635&idx=1&sn=206378d9a89c97fd745b358e6f7a2fee&chksm=ea81e74bddf66e5d2338d357f3b9ab1f4423bfa5e786ea48c55f64bca6cef688aec4748e93ef#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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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仲阳 

6 三等奖 向海：人为鸟移民 楼为树让路 白城电视网 

白城广播电视台 

张  宏、崔明浩、 

车光宇、刘玉亮、 

黄永亮、孙丽萍 

7 三等奖 

 

“大评说事”两会特别版 吉林大喇叭微信公众号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策划：朱冠英  采写：

黄丹  编辑：林彦余、

吴爽、任家宁   技术：

王唯 

移动直播类 7 件 

一等奖 1 件，二等奖 2 件，三等奖 4 件 

序号 等级 作品标题 发布账号（APP） 主管单位 主创人员 

1 一等奖 918888 元！查干湖冬捕今日开幕，“头鱼”拍出 91 万

天价！ 

松原网事 APP 松原日报社 刘占龙、王国彬、尹超

群、于帅、刘禹池、赵

枭伊 

2 二等奖 军民鱼水情 永吉欢送抢险救灾部队 吉视通 APP 吉林电视台 刘金红、刘飞、王靖天、

王跃宇、韩啸、刘家骥、

尚春、张靓玥 

3 二等奖 跨越 3000 多公里“一切为了孩子，儿童肝移植接力大

救援” 

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平

台、吉林旅游广播新浪

微博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集体 

4 三等奖 长春地铁 1号线 奇妙之旅 震撼开启 腾讯新闻客户端、腾讯

直播、腾讯企鹅直播、

一直播、新浪微博直播 

吉林电视台 赵希令、贺奇、李扬、

丛龙静、张力爽、刘冰、 

韩璐 

5 三等奖 凝心聚力 共谋发展 吉林广播网、手机端等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李雨楠 奚畅波 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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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吉林省两会特别直播 李慧 周航 李奂锐 姜

欣 李婷 

6 三等奖 年度大片今上演——2017吉林省高考首日“9+1” 吉

刻 APP大直播 

吉刻 APP 中国吉林网 矫雁肇、吕孟阳、丁隽、

贾子尧、曹逸群、刘晓

宇、褚新宇、李昊洋 

7 三等奖 快看“吉马”那近 3 万人的狂欢 吉林乌拉圈 APP 江城日报社 集体 

融合创新类 14 件 

一等奖 3 件，二等奖 4 件，三等奖 7 件 

序号 等级 作品标题 发布账号（APP） 主管单位 主创人员 

1 一等奖 超级 H5|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吉视通手机客 APP 吉林电视台 刘金红、刘飞、王跃宇、

陈立、孟媚、唐敏、刘

家骥、徐晓曦 

2 一等奖 省委书记通过吉报“中央厨房”连线全媒体记者，了

解旺起镇灾后重建 

彩练新闻 APP 吉林日报社 记者：苏宏梅、温月 

统筹策划：王奎龙、刘

君、陈庆松 

技术统筹：王龙祥 

责任编辑：常海军 

3 一等奖 早头条|你是不是虎！ 吉林大喇叭微信公众平

台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策划：常思宁   编辑：

陈昕  孙修涵  

记者：李玉旺  延长才 

4 二等奖 2017 长春迈入“地铁时代” 吉林广播网、吉林人民

广播电台微信微博、吉

林广播网微信微博、吉

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顾文冬、李雨楠、崔潇、

刘超、王佳尧、李慧、

奚畅波、潘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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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广播等多个平台、

账号发布 

5 二等奖 “新时代 新气象 新生活”吉林卫视跨年大直播 吉视通 APP 吉林电视台 刘金红、刘飞、王跃宇、

陈立、苑卉卉、唐敏、

汪洋、韩啸 

6 二等奖 吉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全媒体融合报道系列 吉刻 APP 中国吉林网 杜宇峰、矫雁肇、徐磊、

路丰源、 罗浩、刘晓宇、

齐智、褚新宇 

7 二等奖 新家园 新起点 新希望——吉林市丰满区旺起镇见

闻 

彩练新闻 APP 吉林日报社 伊秀丽、张力军、  

翟劲涛 

8 三等奖 

百姓热线微信、客户端、网页版、手机版 

延边信息港 PC端、延边

百姓热线微信公众号、

百姓热线 WAP、延边发

布 APP 

延边广播电视台 

姜心媛、陶蕊、宋晓玲、

佟炎、王语竹、林松哲、

朱东日、金敬爱 

9 三等奖 汛情、雨情、救援情„„  吉林乌拉圈记者雨夜奔赴

抗洪现场 

吉林乌拉圈 APP 江城日报社 集休 

10 三等奖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我们在行动 

彩练新闻 APP 吉林日报社 陈希哲 、刘君、 贾国

湘、韩丽苹、 陈庆松 

11 三等奖 早头条〡“长春福”你服不服！ 

吉林大喇叭微信公众号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策划、采写：喇叭哥（陈

昕）   编辑、设计：喇

叭妹（何璐璐） 

12 三等奖 长春地铁首秀日全媒体融合报道 掌上长春微信公众号 长春日报社 丁宁、李蕴棋、魏巍、

连涟、佟刚、于飞、于

昊、张晓峰 

13 三等奖 写给海外父母的影像信 吉林朝鲜文报微信公众号 吉林朝鲜文报社 辛贞子、 崔花、郑玄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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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等奖 开放的中国：精彩吉林 相约世界 外交部吉林全球推

介活动 

掌上直播 APP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于显志、张若鹏、张昊

鹏、何璐璐、朱冠英、

陈迪、刘洋、李佳星 

新媒体创意互动 6 件 

一等奖 1 件，二等奖 2 件，三等奖 3 件 

序号 等级 作品标题 发布账号（APP） 主管单位 主创人员 

1 一等奖 
10小时、780公里、350 万次阅读，生命的奇迹见证

吉林广播融媒体传播力量 

1038 魔力工厂微信公众

号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策划：赵英敏、郝峰（郝

凤义）、于跃 ；记者：

宫鹤、 韩一楠；图文编

辑： 老滕（滕玥）；后

期：王宇姗 ；审核监制：

郝峰（郝凤义） 

2 二等奖 精彩吉林相约世界！ 新文化报官方微博 新文化报社 
孙振余、张中岩 、宋育

格 

3 二等奖 长春出大事啦！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郝杨、徐冰鑫、李慧、

王井丰 

4 三等奖 登日报头版 为通化加油 通化通微信公众号 通化日报社 李蕴涵  刘宗岷  徐正 

5 三等奖 答题为祖国庆生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徐冰鑫、郝杨、王井丰、

张猛 

6 三等奖 我不信你是吉林人 吉视通手机客户端 吉林电视台 

刘金红、刘飞、王跃宇、

王靖天、陈立、汪洋、

王晓宇、刘家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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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品牌栏目 4 件 

一等奖空缺，二等奖 1 件，三等奖 3 件 

序号 等级 专栏名称 发布平台 主管单位 主创人员 

 

1 

 

二等奖 
“12316专家”涉农短视频 “今日头条”APP 

吉林日报社 初慧 、孟繁杰、石巍 、韩铁

英 

 

2 

 

三等奖 
长春新闻 

新文化报官方微博 新文化报社 毕继红、李易书 

 

3 

 

三等奖 今天 V长春 长春晚报官方微信 长春晚报社 

李爱国、刘立志、刘刚、

关海阳、梁爽、陈彬彬、

韩洋子、李文静 

 

4 

 

三等奖 长白山之声 吉林广播网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李雨楠、郝杨、张猛、

李慧、王欣、王佳尧、

崔萧、刘超 

新媒体报道界面 10 件 

一等奖 1 件，二等奖 3 件，三等奖 6 件 

序号 等级 作品标题 发布账号（APP） 主管单位 主创人员 

1 一等奖 初阳的朋友圈 吉刻 APP 中国吉林网 杜宇峰、矫雁肇、徐磊、

路丰源、齐智 

2 二等奖 聚焦首届长春国际马拉松 吉刻 APP 中国吉林网 杜宇峰、张学龙、张琪、

李丹、金作超、杨春红 

3 二等奖 重磅！吉林省首个移动电台手机客户端沐耳 FM上线“发

声”！ 
沐耳 FM APP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袁亚南、郭薇 张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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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等奖 

精彩吉林 相约世界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郝杨 徐冰鑫  刘梦晓 

刘佳旎 潘文硕 徐鑫雨 

何蕾 

5 三等奖 图解吉林市政府工作报道 吉林乌拉圈 APP 江城日报社 集体 

6 三等奖 辽源学生写了一张“老师我恨你”的纸条„„ 辽源吉 D微风 辽源日报社 胡希伟、季式学 

7 三等奖 
什么样的农民年薪能过 10万？ 

FM976FM976（吉林乡村

广播）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戴婷  郭亮 梁贝贝 方

丽茹 赵春阳 

8 三等奖 
健康生活 悦动吉林 

吉林广播网、吉林广播

网手机客户端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奚畅波、郝杨、李慧、

刘超 

9 三等奖 
那年，我高考 | 1977，改变命运的高考 

吉林大喇叭微信公众平

台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丹丹（黄丹） 采写：关

莹 

10 三等奖 
【精彩吉林 相约世界】延吉惊现恐龙化石，美女主播

带你考古 
吉林电视 7频道微信 吉林电视台 

彭一飞、王儒雅、薛橇 、

杨雪艳、曾宪夫、尹啸

童、邹德伟、张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