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浙江新闻奖新媒体类复评获奖作品总目录（共 180 件） 

一等奖（39件） 

序号 标题 类别 作者 编辑 发布单位 

1  
失手的王璐瑶，你仍是我们了不起的

浙江姑娘 
文字消息 钟松君、毛迪、吕磊 胡红斌、陈奕、张倩 都市快报 

2  
这里的空气能换钱！湖州安吉全国首

创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台 
文字消息 陈雯 路平 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3  共同富裕这件事 想对了才能做对 新闻评论 舒中胜 舒中胜 
浙江广电集团经济生活

频道 

4  朋友提拔不应只恭喜 新闻评论 陈建飞 方青云、周永红、李维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5  
《我的数字化改革故事》全媒体系列

报道 
网络新闻专题 

金春华、肖淙文、谢丹颖、李攀、

赵亚鑫 
肖国强、蒋蕴、何苏鸣 浙江日报 

6  
“沿着高速看中国，条条大路见美

好”专题 
网络新闻专题 集体 李回雄、范波、陈雪晔 天目传媒有限公司 

7  (37=20764)IN 1的创富实景 网络新闻专题 
叶丰收、闫拥洲、温蓉、李耀 朱

胜伟、丁辉、谭罗敏 
杨志勇、应丽斋、聂海峰 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8  核桃树之恋 网络新闻专题 
魏璐芳、胡刚、厉燕军、王丽丽、

张亮宗、许文超、谢媛 
王存瑞、商一兵、徐静怡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9  “鲸”险大救援 网络新闻专题 吴佳、张微煦、陈静、谢希 陈基臣、金国辉 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 

10  
“百家发布追寻奋斗百年路”建党百

年主题报道 
网络新闻专题 

集体（董良友、李洲媚、缪歌妮、

李为民、邵琼） 

集体（沈波、丁桂花、杨彧

嘉） 
浙江发布 

11  
人民就是江山《来自 2121年的红色密

电》 
页界面设计 赵奕、杨文馨、郑磊、陈雷浩 陈超逸 浙江卫视 

12  光明的世界 页界面设计 厉燕军、冯古川、方嘉华、舒文 王存瑞、商一兵、胡刚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13  
特别策划丨回首浙江百年风云 眺望浙

里精彩未来 
页界面设计 

集体（徐婷、高唯、邹富强、顾周

皓、任征斌、黄慧仙、朱潋、胡祥

宇） 

集体（包璇漪、黄昕、王国

锋、方力） 
浙江日报 

14  
为风雨中的你点赞：2.3万工友撤离

国博安置点 临行主动打扫 不留一片

垃圾 

短视频现场新闻 万虎、方旭、何佳妮 肖研、王心楠 
浙江广电集团经济生活

频道 

15  列车上的招聘会 短视频现场新闻 
楼志锋、赵一阳、黄超忆、林晓

燕、傅建平 
陈旭春、金洪斌、王海明 义乌市融媒体中心 

16  
一线直击丨当救援队员敞开怀抱 大家

都开心地笑了 
短视频现场新闻 张留、马赛洁、周逸、聂李黛芳 吴雅茗、林丹、张彧 浙江日报 

17  
货车司机超高被拦下，金华高速收费

站小姐姐，探出头来暖心提醒！ 
短视频现场新闻 孙文、何怀志、陈梅林 李垒垒、邓丹、潘朝武 钱江都市频道 

18  一单外卖的“数智”路径 短视频专题报道 全琳珉、王世琪、魏志阳 王水明、吴妙丽 浙江日报 

19  
4K全景增强现实解读浙江红色地标 | 

星火 
短视频专题报道 

郎豫风、孙潇娜、杨佐零、徐斌、

陈洁 
姚朱婧、朱霭雯 浙江日报 

20  
#真实记录#拾荒十年，不为生计！午

夜街头这个佝偻的身影让人动容 
短视频专题报道 倪雁强 梁国瑞、董洁 天目传媒有限公司 

21  浙世界那么多人 短视频专题报道 
许瑾、金鹏、赵石、陈黄臻、徐

俊、高艳烨、林佳缘 
姜建舒、何怀志、陈蕾 钱江都市频道 

22  我要找到“你” 短视频专题报道 
何枫、金诚、姚昊、薛大炯、田

丰、高红明、吕霞 
李可、丁杨明、徐明明 宁波广电集团 

23  我不是牛肉西施 短视频专题报道 
沈雯、吕悦、黄乐豪、孙嗣达、杨

洋、陈可欣、沈诗晨 
王媛媛、应侃、景悦 余杭区融媒体中心 

24  吸引 短视频专题报道 
吴建勋、朱慧、潘峰峰、卫越、沈

淑 朱孟浩 
易发明、项飞、吕杨 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25  
暗访直击丨“打不死”的街头流动

“加油站”：“黑油”从哪来？ 
短视频专题报道 

高建平、方人杰、郑文莹、 泮

昊、苏坤、 项薇 
王倩倩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26  
台风“烟花”过境 宁波洞桥等地严重

积水 百名被困群众紧急转移 
移动直播 

彭鹏、徐文迪、贺元凯、周莎莎、

周旭辉、吕之遥 
张敏娴、钱璐斌 浙江日报 



27  
紧急营救！12头瓜头鲸搁浅浙江头门

港海域 直击多部门全力救援 
移动直播 

余云、张炯、张宏业、郑思佳、牟

再、 金洋亦、舒红霞、林依琳 

集体（周建业、陈基臣、王鑫

淼 陈胜、王家伟 、杨滟北） 
浙江卫视 

28  
2021浙江海宁钱塘潮系列直播之 夜

观钱塘潮:明月共潮生 
移动直播 

高珧、于晨、李唐、倪铮、齐银

松、金坚、叶海春、罗潇 
林侃、杨少鹏、马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9  隔壁老王为啥比我先摇到车牌 数据新闻 

集体（徐洁、王曦煜、骆颖馨、龚

子皓、蔡李皋、夏珊蓉、李怿阳、

黄振） 

徐洁、黄格非、陈海伟 钱江晚报 

30  第 1900 列“义新欧”“浙”货行！ 数据新闻 
张炯、黄捷、余元江、 周凡琦、

赵宏垚、陈思佳 
周家齐、李维、黄鹤 浙江卫视 

31  一条“鱼”的深海潜行 创意互动 王川、陈雷浩、赵宏垚、陈超逸 王川 浙江卫视 

32  AI智能换脸丨我是宋韵代言人 创意互动 郑心仪、杨晓帆、袁爽 周新科、孙宇 浙江卫视 

33  H5 | 同行，鲁迅的红色朋友圈 创意互动 
胡刚、施妍静、谢媛、方嘉华、张

衎男、严心愉、王丽丽、杨乐 
单滨新、王存瑞、李晓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34  天目全球抗疫排行榜 融合创新 集体 周天晓、范波、梁国瑞 天目传媒有限公司 

35  大型融媒体新闻行动 寻找山水精灵 融合创新 

集体（赵林、邵一平、林轩、许

勤、朱惠子、包渊琦、张孜、高炳

远、黄利伟、孙汉辰、王晟彬、杨

柯、赵栢唯、王西） 

集体（周凡琦 王鑫 史子央 

张懿昉 王杰） 
浙江卫视 

36  
第四维度丨看“共富的种子”生根发

芽 
融合创新 

朱霭雯、姚朱婧、杨佐零、孙潇

娜、郎豫风、梁臻、陈洁 
徐斌、金振东 浙江日报 

37  
一键蜕变！解锁杭州亚运会场馆的成

长史 
融合创新 

郑媛、许佳炜、包海青、王川、方

建飞 
严勤、方志华、叶勇 杭州网 



38  
为了“弘进”轮上的 20位同胞 “一

场共同治愈”的大营救 
融合创新 

集体（施晓义、丁珊、胡祥宇、潘

培、林上军、张恬怡、朱潋、  朱

梦琳、金毅、邹富强） 

金波、王国锋、黄昕 浙江日报 

39  丽水农民率先全国当上“卖碳翁” 融合创新 王文勇、胡韵蕴、项雅银 胡飞 丽水日报社 

 
  



二等奖（ 58件） 

序号 标题 类别 作者 编辑 发布单位 

1  
“浙”个数据首次低于 2！ 2020 年浙

江城乡居民收入比 1.96 
文字消息 季元恺、沈泽南、陈雷浩 季元恺、沈泽南、陈雷浩 中国蓝新闻客户端 

2  
就在今天！全国首个南方集中供暖城

市来了，还是零碳的！ 
文字消息 沈甜、沈嘉炜、郑悦怡 徐英、施熠锋、杨彦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3  
重磅！丽水发现了全球新物种！刷新

世界纪录！ 
文字消息 钟秋芬、肖立武 樊凯青、杨波、管智勇 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4  
拿下东京奥运首金！杨倩创鄞州奥运

历史 
文字消息 林幼娟、李超 徐奇锋、金建锋、宋健益 鄞州融媒体中心 

5  
华妹市场开业一年面临拆迁 “宠儿”

缘何成“弃儿”？ 
新闻评论 

卢潞、彭天翔、徐然、吴晓、文志

浩 
郭畅、陈泰涨、陈振仕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6  长角的南湖菱“刺”痛了谁？ 新闻评论 
汪莹、姜鹏飞、孔越、李耀、吴方

璐 
张国强、胡金波、陆成钢 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7  折腾版示范工程，该停了 新闻评论 舒文、厉燕军、许文超 王存瑞、商一兵、胡刚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8  
成语新解“涌泉”相报  我为国家送

箱橘子 
网络新闻专题 孙宇、季元恺、杜丽敏、赵宏垚 周新科、袁爽 浙江卫视 

9  这个夏天，让小时奥运陪着你 网络新闻专题 

集体（陈欣、孙晶晶、贝远景、黄

莺、杨静、李颖、王琼、盛锐、章

然、施雯、谢春晖、毛玮琦、黄葆

青、何晟） 

何昉堃、袁颖、王科 钱江晚报 

10  “杭州时间”11·25 战“疫”全纪录 网络新闻专题 

集体（谢俊、钱伟锋、刘鹏、钟

玮、杨子健、钟旭峰、李维和、张

妍、李玉萍、邱泽楷、俞磊、郑哲

豪、郭迪） 

蒋波、姚容、徐秀丽 杭州日报 

11  
万里关山一家亲 ——寻访浙江和田高

中班一张老照片上的笑脸 
网络新闻专题 

方跃镇、蒋馨怡、郭亚梅、董宏

程、傅豪 
蒋晓明、曹建兵、钱媛 金华日报社 



12  
为了 20 名船员兄弟——舟山紧急救援

“弘进”轮始末 
网络新闻专题 

张辉、蔡萍、徐杰、刘晓梦、李轩

谊 
李信平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13  
“木寸精神”为什么这么红？ ——讲

中国好人故事 扬中国好人精神 
网络新闻专题 汪雅婷、杨纤、傅倩玲 

集体（王寅锋、郑建斌、汪雅

婷、杨纤、傅倩玲） 
兰溪市融媒体中心 

14  新采茶舞曲——唱着茶歌奔小康 网络新闻专题 
叶双莲、张湉、郑强、潘涌燚、孙

嘉励、陆珊珊、王嘉叶 
王丹容、阮周琳、诸葛之伊 温州新闻网 

15  宋韵最杭州 网络新闻专题 沈健、陈舒阳、王灵、王正荣 
集体（胡金、王慧、李晓晶、

吴静怡） 
上城发布 

16  
《“他们是谁”——宁海全城寻访无

名烈士》专题 
网络新闻专题 

黄浓珍、李炯炯、张颖、罗孙志、

金芳、邱雯雯、葛艺 
应刘意、李江林、林佳怡 宁海传媒集团 

17  
专题丨稻作起源 万年上山 闪耀中华

文明 
网络新闻专题 孙鹏、方彭依梦、秦文、叶宾得 康梦琦、孙鹏 人民网浙江频道 

18  
南宋奇幻茶坊：谁是你心中最帅茶艺

师？ 
页界面设计 

集体（安瑛、梁淑敏、王延琦、吴

皓、韩睿、钱恒、黄春子、付思

彦） 

李磊、张姝、陈淑安 天目传媒有限公司 

19  
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百年非凡历程

由你来讲 
页界面设计 

集体（张易哲、俞妮娜、王从周、

蔡景伟、陈琴） 
洪郑超、鲍雯君、徐小燕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新

蓝网 

20  共富论•双村记 页界面设计 崔小明、赖小惠、韩立萍 朱宇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21  追光，沿着红色足迹出发 页界面设计 吴帅、王伟科、乐天涯 刘雨业、王晓敏、王骏 舟山日报社 

22  
小时暗访 | 直击驾照买分卖分全过

程：2分钟替陌生人处理了 11分 
短视频现场新闻 

刘栋、郑阳、杜雪梅、陈伟利、王

静 
徐建国、王怿婷、叶思意 钱江晚报 

23  
《浙江省两会有什么节奏？听完这首

RAP秒懂！快来围观！》 
短视频现场新闻 王斯博、吴谷枫、戴家琪、金亦维 戴家琪、金亦维 浙江广电集团交通之声 

24  
时政现场|最高礼赞  只为你 50载如

初的信念 
短视频现场新闻 

张楠、麻跃强、邓涛、单晨鹏、张

鑫强 
杨海、丁锐、陈超逸 浙江卫视 

25  
资格证异地可年审，便捷千万货运司

机！向总理诉难的他，今天网上办好

了 

短视频现场新闻 吴益丹、刘哲 吴育新、梅子满、沈之蓥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26  
“全球最大港”迎“全球最大船”！

世界最大集装箱船今日首泊宁波舟山

港 

短视频现场新闻 
缪靖、陈炳、王福寿、金铭、全松

彬 
杨彦翀、张文茜 宁波广电集团 

27  
74岁老人赶到舟山，跪在墓前泣不成

声！他说：我终于找着你了！ 
短视频现场新闻 吴建波、汪超群、裘星男、严婷婷 刘雨业、王晓敏、裴驰宇 舟山日报社 

28  “弘进”轮船员：我们上岸了 短视频现场新闻 
顾良达、缪华芳、戎浩、何斌、应

佳蝶 
顾良达、缪华芳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29  
“三无”快艇非法电鱼 多部门联合终

截获 
短视频现场新闻 韩栋、翁蓓蕾、庄晨瑜、方莹莹 方荣巩 

温州市洞头区融媒体中

心 

30  阿马尔博士“变形计” 短视频专题报道 
施宇翔、沈颖洁、龚望平、车志

蒙、陈云锋、李巧萍 
童荟颖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31  “老”渔民的新生活 短视频专题报道 
朱慧、李晓波、 陆晓菲、贺霄

翔、朱孟浩、卫越 
王健、李晓波 

“学习强国”浙江学习

平台编辑部 

32  
中国“神舟” 再度问天 觉醒想象 畅

所未来 
短视频专题报道 

王从周、张馨尹、陆磊杰、章晓

雯、王路宁 
郑雯莉 浙江广电集团新蓝网 

33  新闻姐直击台风“烟花” 短视频专题报道 邹雯、韩晓雨、丁巧巧、刘浩 潘康康、农书荣、来钧 浙江广电集团城市之声 

34  
心安之处便是家——台风“烟花”来

袭，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成为全省最大

转移避险安置点 

短视频专题报道 
陈焕、林舒然、黄靖轩、沈达 

包海青、葛颖蓓、叶勇 
严勤、徐洁、张晶 杭州网 

35  一个家庭的百年相册 短视频专题报道 
吕荣、樊卓婧、王淞、付静、柳耀

杰 
王籍、卢科霞、赵鹏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宁波都市报系） 

36  
议事，“亭”好！—龙湾区海滨街道

的基层治理探索 
短视频专题报道 徐琼峰、赵乐韵、陈亚彰、贾敏 王丹容、黄作敏、娄洁 温州新闻网 

37  一面旗 一片叶 短视频专题报道 董孝烽、朱佩颖、余文、张洁云 朱怀康 童海燕 俞娇娜 安吉县融媒体中心 

38  让人羡慕的金华农村“不可能”系列 短视频专题报道 徐璐科、王鹤之 何立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39  报晓者 短视频专题报道 
集体（邵雪廉、陈丽媛、洪兵、孙

海、王春雷、章果果、卢奕仿、胡

集体（徐赞、范卫东、沈爱

国、俞平、吴卫平、邵建伟） 
金华日报社 



肖飞、陈斌、韩东儒、陈业、徐

平、许栋梁、何飞） 

40  
“冲刺冬奥 筑梦冰雪 创享未来” 全

球五地冰雪总动员大直播 
移动直播 

王从周、章晓雯、刘沁怡、洪郑

超、陈建华、陆学捷、方辉、张勇

哲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新

蓝网 

41  
“智”战“烟花”！甬派+城市大脑跨

介质互动直播 
移动直播 

集体（吴育新、王孑尘、张钱鸿、

陈隽、杨公允、何巧巧、郁莉娜、

吴益丹、孙捷、孙宇卓、史米可、

黄国飚、吴冠夏、孔锡成、李敬

平） 

集体（梅子满、俞越、柯善

露、陈思佳、沈严、王索奇）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42  拯救须鲸！ 移动直播 
汪文、杜一川、孙余丹、单晖、周

斌杰、张潮、苏巧将、曹素素 
刘曜、郑刘英、王恋莉 温州日报 

43  
绍兴诸暨突降百年一遇暴雨，直击救

援一线 
移动直播 

厉燕军、舒文、胡刚、冯古川、黄

霄、王薇、曹技、施妍静 
王存瑞、商一兵、余晓华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44  《快知人口》专栏 数据新闻 朱笑咪 、王书瑶 、郑熙 任锡丹、郑冠、郭蓉、赵越 平安时报 

45  
【39号数据新闻】带着月薪 5000 元

穿越半世纪 
数据新闻 

陈泰涨、卢潞、吕茜茜、董玮琦、

郑坚 
彭永棠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46  
720°航拍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重访

“浙”些地方 
创意互动 

王金帅、王一川、朱潋、金卓帆、

吴盈秋、徐婷、赵亚鑫、张幼青 

集体（王国锋、王增军、黄轶

涵、黄昕、屠晨昕、张恬怡） 
浙江日报 

47  《感谢“浙”里有你》H5 创意互动 
王路易、吕然、杜静、卓婷如、车

洁莲、徐凤、李雯、庄勤珠 
葛凤杰、邵思翊、刘颖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教科

影视频道 

48  年轻人该有的样子 创意互动 
姜小艺、张烜赫、王璟、朱敏 、

赵翔宇、来骏杰、陈娇、李萌 
陈娇、李萌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49  H5丨长三角邀您共下一盘棋 创意互动 
康梦琦、孙鹏、王丽玮、张丽玮、

艾宇韬、叶宾得 
康梦琦、孙鹏 人民网浙江频道 

50  神州答卷丨红船起航地，五彩绘未来 融合创新 
何玲玲、袁震宇、俞菀、唐弢、马

江、陈颖、骆思宇、刘媛 
曹滢、汪亚、刘志媛 新华社 

51  走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新回乡偶书 融合创新 

集体（谢俊 杨子健 刘鹏 钟玮 蔡

怀光 李维和 张妍 叶丛 邱泽楷 

刘斌兵 郑哲豪 俞磊 杜海锋） 
汪玲、蒋波、王倩 杭州日报 



52  透见·1200 年 融合创新 

集体（姚昊、求剑锋、蔡丽莉、何

枫、曹力、徐涵、钱力、金永亮、

张俊、富茵琪、徐旭之、薛大炯、

徐鼎、虞航、吴金城、徐夏丹） 

集体（李可、丁杨明、罗建

永、吕霞、赵莹  刘旻慧） 
宁波广电集团 

53  听，穿越百年的回响 融合创新 
王蓉蓉、钱逸、王一川、方力、王

杭徽、潘培、谢丹阳 
金波、王国锋、王增军 浙江日报 

54  “鹮”我家族梦 融合创新 
张哲萍、何丽丽、程昊、裘超奇、

刘一凝、张欲飞、张伟、俞丹丹 
赵翠茹、章毅、归李喆 

德清县新闻中心（德清

县广播电视台） 

55  同心战疫 听见浙里 融合创新 
叶海、郭涛、翁宇君、陈雷、江小

来、邵琼、王继海、柯晓照 
俞斌、吴珂珺、翁宇君 浙江在线 

56  呀，铜铃山！ 融合创新 
刘曜、屠韦、张琳 、胡安攀、胡

晓瑞、陈耸、赵用、单晖 
吴伯正、郑刘英、周弧 温州日报 

57  
“足迹——1921 开启的故事”大型融

媒体行动 
融合创新 

集体（马雪腾、施卫华、杨志勇、

朱巍、丁辉、朱胜伟、张超柱、鲍

嘉、钱姬霞、谭罗敏、叶丰收、张

利昌、张弛、吴晓宇、赵丽焕、陈

强、陆巍、孔嘉敏、沈爱君、韩瑜

超、施兰、黄烨、周佩佳） 

集体（余婷婷、孙雪、王晓

晔、张琳、徐丽萍、毛晓宇、

夏志梅、闫拥洲） 

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58  跨越 5000公里的爱 融合创新 陈怡、莫非凡、施方明 王晓伟、陈怡 长兴县融媒体中心 



三等奖（83 件） 

序号 标题 类别 作者 编辑 发布单位 

1  
全国碳交易市场开市 这家企业完成浙

江第一单 
文字消息 郑亚丽、张帆、张源 吴妙丽 浙江日报 

2  
一键解决“身后一件事” 海宁市成立

全国首个公民遗产服务中心 
文字消息 张芬娟 应丽斋、沈真真、李泽峰 嘉报集团 

3  
浙江首位！绍兴一线“老焊工”获评

正高级职称 
文字消息 厉燕军、胡刚、冯古川 王存瑞、商一兵、余晓华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4  
全国率先！“不见面”可贷款，衢州

住房公积金全业务“零跑腿” 
文字消息 周小莉 汪江渔、王维龙、徐冉 掌上衢州 APP 

5  
青海骆驼戴上德清产“北斗项圈” 牧

民实现“宅家”放牧 
文字消息 

集体（张哲萍、张伟、张志炜、裘

超奇、俞丹丹、王涛） 
程昊、陈羽然 我德清 APP 

6  
搭乘“神舟十二”的江山黄精成功返

回，一起期待他们“变身”！ 
文字消息 方晶晶、姜晨蕾 方晶晶、余明明、周耕 江山新闻网微信公众号 

7  
“活该你赚钱！”慈溪这位老板登上

人民日报，获 10 万+点赞 
文字消息 陈思言 施春叶 

慈溪市融媒体中心慈晓

APP 

8  用文明善治润泽城市、温暖人心 新闻评论 王娜、袁奇翔 施晨嬿 浙江之声 

9  
#天目有话说#“鲸”心动魄的营救背

后，是一曲人与自然的和谐赞歌 
新闻评论 朱彦超 梁国瑞、董洁、周娜 天目传媒有限公司 

10  两个辛丑年，吾辈自强！ 新闻评论 徐健辉、傅军杰 徐赞、李艳、王春雷 金华日报 

11  
活螃蟹死规定，“王宝强们”的人在

囧途怎么破  
新闻评论 

赵文河、吕真珍、牛晨光、应秀

蔚、王兆辉 
王贻江、陈厉娜、宋思成 永康市融媒体中心 

12  重走青藏驼队路 携手共富新征程 网络新闻专题 
黄珺、唐琪新、汤剑威、李沙楠、

夏军 

路平、汪书杰、陶伟峰、陆

立、潘美馨、张驰虹、楼挺 

[集体] 

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13  杭州党史故事 100 讲 网络新闻专题 
陈焕、夏煌磊、俞婷婷、包海清、

林舒然、黄靖轩、骆一格 
王帆、徐洁、许佳炜 杭州网 

14  红船颂|跟着全国美展学党史 网络新闻专题 邓钰路、周伟达、赵宇微 杨志勇、应丽斋、赵宇微 嘉兴日报社 

15  
“读百年风云守红色初心”大型网络

影展 
网络新闻专题 

周璀璇、谢丹、江峰、王翀、余晓

展、刘芸、方洁瑶 
汪江渔、祝金林、赵星星 衢州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16  庞爷爷的爱心书屋 网络新闻专题 
沈梦莹、沈诗晨、吕悦、孙嗣达、

沈雯、王廷君、黄乐豪 
应侃、章蕾、施清仪 余杭区融媒体中心 

17  北纬 30°的幸福海岸线 网络新闻专题 
虞娜、叶森、项超燕、韩方定、陆

庐舟、王梦倩、黄科润 
虞娜、邱勇、蒋裕娜 

普陀区融媒体中心（区

广播电视台） 

18  跨越时空 尘封了 80年的革命情书 网络新闻专题 
钱跃晶、陈饰、苏莹莹、王丹丹、

徐争艳、赵舸 
徐争艳、王丹丹 镇海区新闻中心 

19  追寻——庆祝建党百年红色故事会 网络新闻专题 

集体（谢庆梅、吴中美、安佳璐、

陈红艳、逄润鹏、付文、蒋齐、陆

伟、汤馨怡、楼昕、余建红、施安

南、陈嘉晔、张东红） 

谢庆梅、吴中美、陈红艳 浙江共产党员杂志集团 

20  
探秘真实的大自然——浙江丽水 九龙

国家湿地公园第一届赏萤季 
网络新闻专题 

李景伟、管智勇、钟秋芬、刘腾

飞、阙添添、周登、肖立武、杨颖

芳 

樊凯青、杨波、纪麟 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21  
建德 1.8 米高巨型稻迎来大丰收！袁

爷爷，您的禾下乘凉梦成真了！ 
网络新闻专题 

叶芳、潘奕含、李宛谦、胡燕群、

纪婕妤 
李宛谦、吴燕 建德市融媒体中心 

22  
浙里来消费，上虞这么干！ 疫情之

下，浙东新商都如何成功突围 
网络新闻专题 

孙卫国、李涵、龚洁颖、刘金平、

顾江锋、景彬 

集体（陈胜龙、阮宇芳、李梦

婕、章思瑜） 

绍兴市上虞区融媒体中

心 

23  
“共同富裕看浙江”国家部委政务新

媒体采访活动报道专题 
网络新闻专题 董良友、丁桂花、谈佳轶、季群雅 李洲媚、沈波、邵琼 浙江发布 

24  今天，超燃！ 页界面设计 谢俊、蒋波、张妍 王倩、涂孝丰 杭州日报 

25  穿越百年，坐标温州，出发！ 页界面设计 刘曜、胡安攀、周弧 周弧、周斌杰、游历 温州日报 



26  H5丨那鲸·那人·那片海 页界面设计 牟同飞、管勤亚、陈静 卢纬波、黄元杰、诸葛成 台州日报社 

27  寻找丽水共同富裕“密码” 页界面设计 李景伟、刘腾飞、陈正义、周登 金飞芬、樊凯青、吴进江 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28  
潮妹城铁西游记——跟着潮妹一起乘

坐“海宁乡村共富号” 
页界面设计 赵建华、顾佳妮、张枫滟、张小琴 徐梦、袁文君、金新颜 海宁市传媒中心 

29  神奇精灵在长兴 页界面设计 王晓伟、徐峰、何悦、金建强 
集体（施方明、钱瑜、卢骏、

李毅、严越峰、夏长厚） 

长兴县融媒体中心/长

兴县广播电视台 

30  
惊喜！我在东京奥运会见到了北京奥

运会媒体包，很多外国记者仍在用#中

国队 yyds 

短视频现场新闻 宗倩倩、王建龙、伊志刚 钱佳能、王晨子、徐建国 钱江晚报 

31  打造“水火箭” 放飞航天梦 短视频现场新闻 董孝烽、王璐、俞娇娜 祁乐乐、蒲璇 安吉县融媒体中心 

32  
千人请愿：“金良，留下来！” 四留

屏山：“脱贫，还不够！” 
短视频现场新闻 

沈甜、郑悦怡、刘行、杨树、朱燕

萍 
施熠锋、赵日春、叶祥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海

盐县传媒中心 

33  64号摊位，4000 斤瓜突然卖火了！ 短视频现场新闻 
厉燕军、舒文、冯古川、章期豪、

施妍静 
王存瑞、胡刚、余晓华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34  市长十问基层疫情防控 短视频现场新闻 楼东波、何立、黄鹤 胡水申、杨亚初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35  热血沸腾！今天，龙泉剑赠新兵 短视频现场新闻 
王巷扉、叶海林、何林杰、余波、

刘烨恒 
吴祥柱、谢佳俊、丁罡 丽水日报社 

36  
菜农隔离不能出摊，海曙这位老顾客

帮其吆喝卖菜 
短视频现场新闻 朱燕君、陈心琪 邬盈蓓、叶维肖 海曙区全媒体中心 

37  
嵊州 90 后小伙直播钓鱼 救起落水老

人 
短视频现场新闻 王珊珊、商藜青、凌慧佳 袁晓东、马蔡荣 嵊州市融媒体中心 

38  130余个小勇士镇定出发去往隔离点 短视频现场新闻 
金波、周颖、周越、杨圆圆、靳林

杰 
陈蓉、邱芳、陆意 萧山日报社 

39  
一段短视频暖了全国网友 鄞州八旬教

授插着鼻胃管给小病友讲题 
短视频现场新闻 王莎、王世杰、章良开、司徒凯 徐奇锋、金建锋 鄞州区融媒体中心 



40  
医学隔离点 9岁小女孩突发疾病  医

生一把抱起狂奔下楼 
短视频现场新闻 贺洁靓 金新颜 海宁市传媒中心 

41  
深夜救孩子一命！全网关注的电动车

女士找到了 
短视频现场新闻 

朱俊生、徐迪兰、张学能、陈鑫

誉、林宇晟 
周谧、蔡美兴、郑煜纯 平湖市传媒中心 

42  
爱了爱了！“向往的生活”现实版，

就在杭州！ 
短视频专题报道 

傅继昌、钟建利、袁静、蓝江、夏

晓宇 
金波、于海涛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43  《文化温州 瓯越匠韵》系列短视频 短视频专题报道 

集体（何继岗、沈颐、蔡晓玲、杨

方旭、黄政仲、吴佩珍、胡世特、

林玉洁、姜蕾蕾、黄思思、金炼、

黄豪、陈厚增、钱海城） 

金安静、邓雄杰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44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短视频专题报道 

集体（徐书棋、杨彦、杨澜、沈育

晓、冯佳飞、赵逸凡、许少杰、朱

宇虹、冯路、高馨宇、汤强、潘凡

平、方广林） 

施熠锋、沈育霞、姚丽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45  蚂蚁岛的 6个视觉样本系列短视频 短视频专题报道 张磊、姚凯乐、陈佩佩 刘雨业、王晓敏、陈佩佩 舟山日报社 

46  孤岛不孤 短视频专题报道 叶森、虞娜、黄科润、陆庐舟 虞娜 
普陀区融媒体中心（区

广播电视台） 

47  
帮不了国家什么大忙的临海小伙，如

何让全国人民“涌泉”相报 
短视频专题报道 

牟同飞、聂杨波、张峻铭、 李明

锦、徐古忆、王奔 
黄莎莎、诸葛成、陈雨卓 台州日报社 

48  1000多个家庭共享一个厨房 短视频专题报道 雷宁、程昌福、陈炜芬、贾恒 胡飞、王文勇 丽水日报社 

49  小城大匠 国宝“重生” 短视频专题报道 
楼莉雯、叶环环、伍惠民、 冯艳

艳、叶帝伯 
楼莉雯、伍惠民 兰溪市融媒体中心 

50  铁艺人厉柏海 短视频专题报道 金宁、 何若秋、张谨 林博 临平区融媒体中心 

51  农民钢琴师 短视频专题报道 
康娌娜、徐一鸣、唐亮、周丽娜、

姚似宇、陈熙 
吴娇媚、程昊 

德清县新闻中心（德清

县广播电视台） 

52  红星的幸福生活 短视频专题报道 
刘兆明、施委、王卓、张轩瑜、陈

帅 
楼俊俊 磐安县融媒体中心 



53  爱聚海曙！加油洞桥，我们一定行 短视频专题报道 王杨乐 李旭煌、邬盈蓓 海曙区全媒体中心 

54  田间“父女兵” 种出“五彩路” 短视频专题报道 
陈黎超、沈丹、叶炜、王柳莺、赵

晶晶 、阮佳波 
贾彩萍、陈黎超、顾颖 

绍兴市上虞区融媒体中

心 

55  “双减”百日系列专题报道 短视频专题报道 童抒雯、刘丹丹、俞沁、许天怡 刘丹丹、许天怡 浙江教育报 

56  冬瓜上山记 短视频专题报道 
裘伟、金展、张力、陈剑虹、徐浙

峰 
袁晓东、俞君 嵊州市融媒体中心 

57  突发！红垦枢纽 c匝道桥体晃动 移动直播 
张康乐、陈芊含、杨瑾、王军、李

节、钟强 
于歌、蒋恒国、王欣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58  衢州失散 54 年双胞胎姐妹“云相认” 移动直播 童炜来、徐慧菲、樊雄斌、吴晗杰 洪杭萍、王瑛、郗晓兵、孙萌 衢州广电传媒集团 

59  你好，舟岱大桥 移动直播 
朱卓琳、宓妤霖、郭超、方琦、王

伟、应佳蝶、季永佳 
顾良达、缪华芳、何英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60  众志成城！直击三江口抢险 移动直播 
黄未、王世杰、杨超、张炎、史

进、张旻、戴云龙 
徐奇锋、宋健益、姚赛芬 鄞州区融媒体中心 

61  一颗猕猴桃的“下山入海” 移动直播 
徐梦、顾佳妮、赵建华、周志伟、

李梦霞、方天意、张平、冯云燚 
张枫滟、陈曦灏、柳晴 海宁市传媒中心 

62  
从 7到 420.5 万，浙江省中共党员大

数据画像 
数据新闻 陈汉滨 俞斌、黄乐曼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63  H5|影响全国的“嘉兴指数” 数据新闻 金周斌、刘伟、羊丰伟、徐迪 胡伯良、邓美丽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64  想生三孩不容易！ 数据新闻 
徐峰、丁月剑、莫非凡、张杰、吴

鑫强 
丁月剑 长兴县融媒体中心 

65  江山如此多娇 创意互动 
吴育新、冯雷、崔燕、杨丹、洪朕

禹 
赖小惠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66  
你敢测吗？丨我的宁波气质竟然

是…… 
创意互动 

陈炳、张科、潘修恒、周凯、张学

文、劳超超、张宸琦、张文茜 
杨彦翀、黄佳妙、吴亚晓 宁波广电集团 

67  回村——青春 AB 键 创意互动 
俞平、王春雷、季俊磊、孙媛媛、

唐旭昱、韩东儒 
郭亚梅、傅军杰、傅豪 金华日报 



68  我和舟岱大桥有个约会 H5 创意互动 
张超、蔡萍、李轩谊、郑宇路、郑

晓喆、刘志专、陈鹏元、罗言墨 
蔡萍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69  龙溪数语 创意互动 
徐峰、何悦、莫非凡、陈浩博、李

毅、袁婷 

集体（何悦、莫非凡、陈浩

博、李毅、袁婷） 
长兴县融媒体中心 

70  
云助力再战长山河丨 43年前他们用

43天创造的奇迹在守护我们 
创意互动 吾凯杰、任林 李刚 海盐县传媒中心 

71  多媒体国画动漫《追梦》 创意互动 
周芝兰、蔡东森、周剑成、吴佳

媛、夏德飞、陈少杰 
宣浩军、叶淑秀、陈仲明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72  数说义乌“百县万品” 融合创新 陈楠、吴敏、朱聪、王亮 陈建飞、贺争怡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73  萤火虫回“嘉” 融合创新 

集体（王培澄、沈晓刚、陈瑜、顾

燕、郝爽、沈坤明、钟诚、李靖、

滕晓珍、周霞、傅善善、熊冰、于

君、奚嘉瑶、郁林强、袁威） 

集体（冯建萍、赵集文、张

书、王晗滢、徐琪、戴黎杰、

汤纯凤、萧蕾） 

嘉善县传媒中心 

74  在乡村里发芽的“航天梦” 融合创新 
周谧、徐迪兰、张学能、周页文、

鲍春伟、徐佳圆 
朱俊生、蔡美兴、郑煜纯 平湖市传媒中心 

75  乡村“军师”吴振彩 融合创新 
叶双莲、鲍苗苗、王希凡、潘涌

燚、张湉、杨丽 
阮周琳、王丹容、姜珂珂 温州新闻网 

76  H5｜凉山好汉出山记 融合创新 
杨静雅、赵鹏、任山葳、王心怡、

潘苗、忻宁 
赵鹏、任晓云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宁波都市报系） 

77  坐上时光机，见证互联网之变 融合创新 
许惠良、徐丹、李滢瑕、莫源、孙

君媛、潘伊纯 
徐伟东、宋佳 桐乡发布 

78  
百年华诞 12 整点·《100年，正青

春》 
融合创新 

宣浩军、许斐、吕岚、陈婕、夏德

飞、陈金伟、缪海军、邵高锋 
叶淑秀、陈璐、俞咪娜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79  
5年 50 万张！ 永康摄影家记录全国

规模最大跨海桥梁群 
融合创新 

程德胜、王贻江、秦小建、吕旭

光、卢俊龙、李梦楚、卢斌、杨成

栋 

胡华超、应栩漪、颜元滔 永康市融媒体中心 

80  
百年再起航 我们正青春 ——“永远

跟党走”大型融媒体报道 
融合创新 

集体（沈雯、陶然、励琦、刘志

强、唐琼斐、张露、戴止戈、庄曦

粼、孙睿、陈华中、李鑫鑫） 
郑桂岚、汪迎忠、翁晓华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81  H5|红色文物会说话 融合创新 
唐海波、金周斌、曾星、羊丰伟、

缪孝顺 
沈炳忠、徐迪、刘伟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82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红动台州

•大型融媒体行动 
融合创新 

集体（陈国炎、蒋回力、潘青青、

施亚萍、陈佳乐、潘侃俊、郑敏、

杨芳、徐颖骅、许灵敏、王艳、陈

佳杰、林樱、管勤亚、王潇莹、罗

靓城） 

梁煊、符薇薇、杨卫利 台州晚报 

83  与党同龄 与党同行 融合创新 

集体（孟再励、金波、王建平、龚

洁、周颖、何可人、郑舒铭、蔡敏

杰、管丽莎等） 

陆伟岗、郭庚新 萧山日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