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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浙江新闻奖名专栏获奖作品目录 

序 
号 

作品标题 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1  人物 

集体（张亮、管哲晖、檀梅、曾福泉、肖淙文、张梦月、陈

醉、叶小西、沈洁、李茸、苗丽娜、蒋梦桦、于山、黄宁璐、

许峰、冯永明、蒋欣如、来逸晨、沈听雨、谢丹颖） 

集体（张谷风、许春初、毛传来、

霍建虹、毛广绘、李建、刘伟、李

雅南、童健） 

浙江日报 

2  美丽浙江 李垒垒、何怀志、陈梅林、何宁、翁文羽、孙文 
集体（汤汉涛、徐俊、楼哲昊、李

沁滟、王杰、明鹏飞） 钱江都市频道 

3  民情热线 余新平、傅继昌、雷鸣、金波、熊丽 章琦、陆琦 
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

合广播（FM89） 

4  橙柿直通车 陈奕、殷军领、赵松、朱振辉、陈彬、刘抗、方馨翊 陈奕、严静、王佳佳 都市快报 

5  第一聚焦 

集体（求剑锋、姚昊、李剑飞、蔡丽莉、梁静君、虞航、薛

大炯、钱其杰、钱力、徐旭之、曹力、徐涵、谢宇雷、富茵

琪） 

集体（李可、丁杨明、徐明明、罗

建永、高红明）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6  湖州晚报《太湖人家》 吴建勋、项飞、王洁涵、陆一平、施莉娜、黄雅娟 秦敏、李晓俊、吴建勋 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7  《绍兴日报》“与你同

行”专栏 

集体（何超群、林佳萍、周梦琪、汤桂平、潘晓华、范文忠、

杜静静、陈松、杜珊珊、何丹、翁佳美、俞其军、张峰、俞

颖颖） 

集体（单滨新、何国永、胡杨、秦

德胜、裘一倩、沈奎东） 
绍兴日报 

8  百姓零距离 吴静、陈鸣、叶专、范浩威、吴姝隽、张凤霞、徐畅 章慧贤、李锦锦、章向萍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9  寻亲 徐慧菲、樊雄斌、黄进 叶永华、郗晓兵 衢州市广播电视台 

10  小新说事 薛开新、沈赟、林佳、黄堃、沈飞、张斌  胡伯良、王益新、王冠杰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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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浙江新闻奖新闻摄影获奖作品目录 

一等奖（5件） 

序 

号 
作品标题 

作者 

（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1  小勇士城堡打“怪兽”（组照） 杨子健、金婷婷 曾瑞阳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 

2  7金创历史 浙江健儿闪耀东京（组照） 王建龙 徐斌 浙江日报 

3  一船红中国（组照） 
集体（王振宇、田建明、盛建生、

冯玉坤） 
蔡美兴、杨晓东 嘉兴日报 

4  拯救瓜头鲸（组照） 叶晓光 崔维、黄保才 台州日报 

5  
我是你的眼——宁波民营企业制造的中国首台太

空显微镜亮相“天宫课堂”（组照） 
戚颢、王婧 樊卓婧 宁波日报 

 

二等奖（10 件） 

序 

号 
作品标题 

作者 

（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1  “龙游飞鸡”演绎共富传奇（组照） 
集体（鲍卫东、周璀璇、祝金林、

宗泰） 
汪江渔、周璀璇 衢州日报 

2  12年，从点亮一盏灯发展到万千点灯人（组照） 朱胜钧 陈胜龙、李涵 上虞区融媒体中心 

3  共富路上追梦人（组照） 郭斌、周雨文 倪钰、陈柏炬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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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底珊瑚湖州“种”“红花”又将照碧海（组照） 吴建勋 项飞、沈淑 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5  全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建设纪实（组照） 郑培庚 朱海兵、李震宇 浙江日报 

6  
小巷“蝙蝠侠”——浙大退休干部每晚拾荒坚持十

载为助学（组照） 
许卓恒、余文华 陈玮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 

7  亚运时间，杭州欢迎您！（组照） 
集体（郑承锋、李忠、张之冰、法

鑫、丁以婕） 
李军、艾丹青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 

 
浙江新“国宝” 人工繁育超千尾，但它依然比大熊

猫还珍贵（组照） 
郑凯侠、徐佳菁 樊卓婧 宁波晚报 

8  杭州部分行政区划优化调整（单幅） 陈中秋 王佳佳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 

9  近十年最大赤潮侵袭台州沿海（单幅） 潘侃俊 陈玲波 台州晚报 

10  红船映彩虹（单幅） 田建明 杨晓东 嘉兴日报 

 

三等奖（20 件） 

序 

号 
作品标题 

作者 

（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1  “诚信奶奶”十年还清 2077万元债务（组照） 雷宁、陈炜芬 施龙有、蓝东海 丽水日报 

2  “网约护士”你约过吗？ （组照） 潘海松、柴国雄 吴新燕 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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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革开放试验田——义乌“蝶变”记（组照） 吕斌、金福根 赵一阳、陈旭春 义乌融媒体中心 

4  杭州：东亚江豚救援全过程（组照） 徐彦 栾兰 浙江日报 

5  巨龙腾跃 铺就共富桥（组照） 沈磊 刘雨业、薛峰 舟山日报 

6  丽水千个家庭共享一个厨房（组照） 程昌福、雷宁 胡飞、王文勇 丽水日报 

7  农民考古技工 “解码”千年历史（组照） 吴建勋 黄雅娟 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8  
跑船人家的“加油站”！鸦雀漾——浙江省最大的水

上服务区（组照） 
张之冰 李军、陈浩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 

9  收废品的“陋室画家”：怀揣理想 好梦不怕晚（组照） 何雯 魏璐芳、王丽丽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10  昔日盐田变沃野 海水种稻梦成真（组照） 姚凯乐  薛峰、毛栋 舟山日报 

11  
心安之处便是家   台风“烟花”来袭 杭州 G20峰会

场馆成全省最大安置数万城市建设者避险点（组照） 
沈达 徐洁、陈焕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 

12  疫情下的奥运会（组照） 王建龙 徐斌 浙江日报 

13  直击“烟花”！风雨面前一起扛（组照） 蒋力奔、杨凌燕 郭斌、楼婷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14  全城搜豹（组照） 王川 徐洁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 

15  
12 年跟拍一项生态修复工程：昔日填埋场 今日大花

园（组照） 
魏璐芳、何雯 王存瑞、余晓华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16  东海全面开捕(单幅) 张磊 薛峰 舟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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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界粮食日 建德“巨型稻”开始收割(单幅) 林云龙 栾兰 浙江日报 

18  台风“烟花”碰上天文大潮 海面掀起巨浪(单幅) 徐伟杰 蒋路娅 温岭市融媒体中心 

19  头球破僵局！浙江男足首获全运会冠军(单幅) 王建龙 吴新燕 浙江日报 

20  海风送来“清洁电” 绿色赋能千岛城(单幅) 沈  磊 薛  峰 舟山日报 

 



 
5 

2021 年度浙江新闻奖报纸版面类获奖作品目录 

一等奖（4件） 

序号 报纸 版次 日期 作者 编辑 

1  浙江日报 1、12版 7月 1日 钱锋、李鹤琳、潘泓璇 金波、滕昶、吴雄伟 

2  杭州日报 1、16版 7月 1日 候英帅、张妍、俞帆 万光政、丁雄英 

3  温州日报 4、5版 8月 2日 马真正、伍秀蓉、杨昊霖 马真正、伍秀蓉、杨昊霖 

4  都市快报 A1、A16版 12月 30日 李前芳、高薇 胡红斌、陈奕、魏柯嘉 

二等奖（5件） 

序号 报纸 版次 日期 作者 编辑 

1  宁波日报 1、16版 7月 2日 杨在秀、袁明淙、陈思佳 杨在秀、袁明淙、陈思佳 

2  浙江日报 6、7版 4月 30日 
集体（汪旻、高驰弘、陈黎明、陈仰东、

吴雄伟） 
金波、钱锋、李应全 

3  湖州日报 2、3版 8月 3日 施闳、张锋、王晶 徐敏、江红喜 

4  嘉兴日报 4、5版 2月 1日 张利昌、夏可夫、孙欢涛 章亚钧 

5  钱江晚报 1版 8月 9日 李珏、宗倩倩 李珏、张杰成、沈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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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9件） 

 

序号 报纸 版次 日期 作者 编辑 

1  绍兴日报 1、8版 7月 2日 郭巍 单滨新、丁兴根、郭巍 

2  金华日报 6、7版 5月 21日 杨准、曹晓恒、肖异 李根荣、徐彧 

3  衢州日报 4、9版 7月 1日 王飞、程红芬、徐炜 王飞、程红芬、徐炜 

4  舟山日报 4、5版 6月 15日 毛栋 薛峰 

5  台州日报 10版 6月 18日 陶祎之 管杏琴、余海鸥 

6  鄞州日报 1版 2月 17日 余峰、陆丽君 余峰、葛吉华 

7  温州晚报 1版 5月 25日 金智宽、刘浩、陈怡 周丽峰、方圣鲁、高玟 

8  宁波晚报 1版 4月 14日 叶飞、许明 叶飞 

9  浙江工人日报 1版 2月 18日 张戈、杜成敏 吴杭民、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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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浙江新闻奖新闻漫画获奖作品目录 

一等奖（1件） 

序 

号 
作品标题 

作者 

（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1  共富路上 “浙”样干 金妍、朱潋 黄昕、方力、徐婷 浙江日报 

 

二等奖（3件） 

序 

号 作品标题 
作者 

（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1  从中小学生“口中夺利”！学生吃不上干净饭是管理者

做人不“干净” 
姬臣 项向荣 钱江晚报 

2  巧取 姚月法 杨燕萍、俞朝盈、栗爱平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3  心里不是滋味 于昌伟 杨光洲、赵一阳、丁丰罡 义乌市融媒体中心 

三等奖（4件） 

序 

号 作品标题 
作者 

（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1  共同富裕的“是与非” 王川 陈雷浩 郑磊 浙江卫视 

2  双减前后 王悦 盛卫华 湖州晚报 

3  “瞒豹”的代价 张利昌 晏庆盛 嘉兴日报 

4  你是什么码？ 李泽峰 朱胜伟、毛晓宇、黄烨 南湖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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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浙江新闻奖论文获奖作品目录 

一等奖（3件） 

序 

号 
作品标题 

作者 

（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推荐单位 

1  

看见“大生活”：从可读到可视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数据新闻实验室探索浅

析 

周建国、徐洁 宋晓农 传媒评论 钱江晚报 

2  广电深化融媒亟需用好五大策略 郭华省、裘永刚 常可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交通之声 

3  党媒 APP适老化改造路径探讨 陈建飞 杨忆华、甘恬 传媒评论 
金华市广播电视

台 

 

二等奖（4件） 

序 

号 作品标题 

作者 

（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推荐单位 

1  
抢抓短视频风口，打造新型传播平台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建设天目新闻客户端推

进媒体深度融合的探索实践 

周天晓、梁国瑞 喻瑾 新闻战线 天目传媒 

2  “数智”赋能“治理” 

——浙江在线建设舆情智库的探索和实践 
黄乐曼、陈汉滨 宋晓农 传媒评论 浙江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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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界”融合，让两会报道出新出彩 郭庆、金亮 喻瑾 人民日报社 浙江卫视 

4  短视频挺进媒体融合主战场的生产机制探究 刘敏俊、沈渟 陈富清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温州市广播电视

台 

三等奖（5件） 

序 

号 作品标题 

作者 

（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推荐单位 

1  适农化挑战下电视对农节目的数智化嬗变 丁轶萍、孙昊 汪晓珺 视听纵横 杭州文广集团 

2  一则阅读量破 7亿的“小”新闻带来的启示 黄莺 杨芳秀 新闻战线 都市快报 

3  《从“建党百年”宣传看全媒体语境下主流媒

体实现主流价值观传播的有效路径》 
王秋萍 樊丽萍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宁波广播电视集

团 

4  读懂县媒未来 才能拥抱时代—安吉新闻集团县

级融媒体建设实践探析 
祝青、朱炜、丁峰 黄一樑 中国广播 

安吉县融媒体中

心 

5  县级融媒体中心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路径

探析——以“龙游通”APP运营实践为例 
余柏成、牛超杰 冯潇颖 传媒评论 龙游传媒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