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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绍兴新闻奖重大主题报道奖组织奖获奖单位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绍兴市柯桥区委宣传部 

诸暨市委宣传部 

 

 

2021 年度绍兴新闻奖重大主题报道奖策划创新奖获奖作品目录 

（3 件作品） 

序号 作品标题 作者(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1 
先行者的风景——建党百年全媒体

新闻行动 
集体 集体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2 “红色基因”系列报道 
王平元、徐杭璐、姚恒光、郎晓蕾、

顾祥龙、方雯淑 
施国权、纪立峰、刘敏慧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3 众志成城抗“烟花” 集体 集体 柯桥区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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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绍兴新闻奖重大主题报道奖优秀作品获奖作品目录 
特等奖作品（3 件） 

一等奖作品（1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作者(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1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虞”越 

上虞实施全域交通封控首日直击 
苗丽娜、朱银燕、孙良 周楷华 浙报集团绍兴分社 

2 
“老”问题如何开新局——绍兴市

养老服务工作现状调查 
谢顺杰、蒋尼克、金晶 王勇、傅明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3 上虞战“疫”求助平台 
厉燕军、胡刚、韩波、朱元雄、余晓

华、曹技、方嘉华、陶蓓蓓 
王存瑞、商一兵、李晓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序号 作品标题 作者(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报刊类 

1 “改革创新好故事”系列报道 
集体 

（何瑛儿、钟兰花、裴金红、胡诚浩、
徐晶锦、阮越才、裴玮、王旭东） 

郭巍、骆尚木、竺逸超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2 绍兴跃进“30 强”启示录 
何超群、王旭东、林佳萍、裴金红、

周国勇 

集体 
（胡杨、秦德胜、郭巍、

骆尚木）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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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条古道托起山里人的幸福梦 陶晓军 邹文伟、邵荣英、王争 柯桥区融媒体中心 

广播类 

4 
一盒录音带传递村庄共富的精神密
码 

庞雯娜、王颖、张环 周婵瑾、茹学农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5 

新闻访谈：跨越半个世纪的守护 

——越剧现代戏《核桃树之恋》奏

响家国赞歌 

吕梦佳、钱科焱、方楠（浙江之声） 钱科焱、赵勇 嵊州市融媒体中心 

6 共同富裕“新”图景 
李英超、王晓雯、陈薇、潘榕、马帅

东、俞沣城、项泽统 
王晓雯、李英超 新昌县融媒体中心 

电视类 

7 
乡村物管，如何突破“小马拉大车”

困局（一）（二）（三） 

张慧、贾彩萍、 顾曹婧、陈园 、张

衍益、魏沁岚 
张慧、杨怡焰 上虞区融媒体中心 

8 
我县在全省首创“一照通用”系统

方便群众办事 
陈薇、俞沣城 吴锦晖 新昌县融媒体中心 

新媒体类 

9 
绍兴越城：千年古城藏红脉 风口之

上焕青春 

金伟锋、潘金洁琼、李沁、傅偲艺、

朱飞、金杰 
王阳阳、胡牡丹、金亚萍 越城区融媒体中心 

10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少！ 
叶炜、李丽、陈思洁、孙昭、孙海燕、

阮佳波 
贾彩萍、李丽、沈丹 上虞区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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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作品（19件） 

11 
村干部“扎猛子”徒手疏通积水村

道 

邵荣英、陈芳、范红梅、叶红、郦曼

丽 
陶泽铭 柯桥区融媒体中心 

12 
《追寻——沿着红色足迹学党史》

VR 展馆 

蔡东森、费晓笑、 陈少杰、夏德飞、

吴佳媛、 赵娟 
叶淑秀、宣浩军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序号 作品标题 作者(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报刊类 

1 抗击新冠疫情系列评论 胡杨、占家进、秦德胜 郭巍、骆尚木、竺逸超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2 与先烈的跨时空对话 

集体 
（许程丽、陈乙炳、 周能兵、钟宏娇、
严竹萍、胡安娜、吴可蒙、李颖、王
晓宏、华雨佳、张峰、翁佳美、何丹、

殷俊） 

集体 
（杨燕萍、栗爱平、郑可
欣、蔡毅、俞朝盈、雷彦

平）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3 《共产党宣言》在上虞的百年传承 厉红祥、冯洁娜、朱胜钧 章海宁、冯洁娜 上虞区融媒体中心 

4 
去过月球 逛过火星 诸暨 20 人迷
你小厂昨又“登天” 

楼婷、陈柏炬 郦海洋、叶淑秀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5 
一个冬瓜引发的“共同富裕”大合

唱 
章炳军 钱胜军、王敏夙、袁晓东 嵊州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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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类 

6 同心向党•我的入党这一刻 庞雯娜、戴铭霞、樊冯飞、王颖 周婵瑾、茹学农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7 倪建君和他的“共富梦” 
陈园、顾锦锦、王瑛、何莉娟、方伟、

单佳钰 
贾彩萍、傅安琪 上虞区融媒体中心 

8 传统产业“狂欢”的背后 侯月飞、袁迪凯、章怀峰、钟玉云 傅铁飞、陈婕、周利伟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9 太空爆款小弹簧 
方杰、章怀峰、  徐荧寅、侯月飞、

陈笑飞、马野驰 
陈仲明、倪钰、傅伟江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电视类 

10 古城开启地铁时代 
王平元、颜健、徐杭璐、方雯淑、谢

逸欣、张佳谷 
纪立峰、施国权、刘敏慧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11 数字赋能共富看柯桥 陈丹梅、许益萍、沈欣、吕钢、杨洋 范红梅、沈国红、王春艳 柯桥区融媒体中心 

12 
主播走基层 寻访红色基地讲述革

命故事 
邢远红、许科峰、 吕梦佳 俞鑫霞 嵊州市融媒体中心 

13 
千年古村牵手国企 潮文化“绽放”
新活力 

潘榕、杨淑维、  徐鹏 潘榕 新昌县融媒体中心 

新媒体类 

14 
快讯！就在此刻，绍兴上虞区全域

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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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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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作品（28件） 

15 绍兴疫情实时数据查询 
胡刚、厉燕军、朱元雄、曹技、方嘉

华 
王存瑞、韩波、商一兵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16 绍兴奋进 30 强，到底有多猛？ 胡刚、施妍静、方嘉华、谢媛 王存瑞、金哲楠、倪妮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17 【越城融媒直播】迎战“烟花” 集体 集体 越城区融媒体中心 

18 
坐上时光机，跟老陈一家去 2025 年
的诸暨看看 

周芝兰、赵娟、夏德飞、陈少杰、吴

佳媛、姚铭阳 
宣浩军、蔡东森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19 
嵊州绿茶“驶”出国门 “春力号”

鸣笛发车！ 
胡吉、吕梦佳、 王逸林 王珊珊、商藜青 嵊州市融媒体中心 

序号 作品标题 作者(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报刊类 

1 “留在绍兴，挺好！” 王晓宏、殷俊 钟宏娇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2 

纪念鲁讯《故乡》发表 100 周年，
记者重走返乡路 
故乡百年 

沈慧莉、童波、徐霞鸿 沈慧莉、童波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3 

越城区引导工业企业向节能、低碳、
绿色制造转型升级——能耗“双控”

进行时 

金亚萍 沈奎东 越城区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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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六任驻村指导员共话“六讲六做” 封雪初、沈潇 邹文伟、吴坚、陶晓宇 柯桥区融媒体中心 

5 “烟花”散尽见精神 
集体 

（应柳漪、刁卓璐、马青华、周雨文、
钱旭锋） 

郦海洋、叶淑秀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6 
《“我们的奋斗”之小康路系列报
道》（共十篇） 

刁卓璐、周旦、杨凌燕、黄柳苞、周
雨文、吴帆、章海男 

马青华、郦海洋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7 CBA 热翻小县城 郭斌、周升蓉 陈柏炬、黄柳苞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8 
“红色司法开拓者”反腐故事搬上
舞台 

黄婉晶 张佳妮 新昌县融媒体中心 

广播类 

9 
隔离不隔心 一位上虞隔离区的市
民打进 12345 

庞雯娜、薛泽然、茹学农、张志强 袁越菲、周婵瑾、张环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10 
发现长三角·走进东亚文化之都绍
兴 融媒体直播 

曹婷、施张奇、陈逸楠、薛泽然 周婵瑾、茹学农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11 

党建引领 奏响共同富裕最强音—
—柯桥区开展共富联盟建设工作纪
略 

封雪初、高洁、俞立权、沈俊杰、郝
玉洁、胡坚 

沈旻雁、王海兰 柯桥区融媒体中心 

12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柯桥样

本” 
陈丹梅、沈欣、何倩霞、吕钢 范红梅、王春艳 柯桥区融媒体中心 



8 
 

13 

百年光辉 耀亮娥江大型融媒宣传
行动——寻访红色印记全媒体采访
系列报道 

贾彩萍、陈园、杨唯、倪佳文、胡薪、

单佳钰、何莉娟 
贾彩萍、陈园 上虞区融媒体中心 

电视类 

14 传承辛亥精神  实现民族复兴 
王平元、俞袁景、姒申杰、胡宏奔、

谢逸欣、张佳谷 
纪立峰、刘敏慧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15 
以综保区为“引爆点”打造平台经
济首位“增长极” 

夏斌、陈楠、李越奇 王阳阳、金亚萍 越城区融媒体中心 

16 柯桥有礼  处处有爱 
梁玮、傅懿懿、封雪初、沈俊杰、曹

梦婕、卢腾、李乐、陆琴芳 
邵荣英、沈旻雁、裘筱洪 柯桥区融媒体中心 

17 我们的奋斗 
傅铁飞、钱春园、何超珂、陈嘉男、

郦镒飞、周凌霄、陈泽燕 
陈仲明、宣浩军、张晓龙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18 
长三角首趟茶叶专列今天启程前往

中亚 

胡吉、费学军、邢吴波、王逸林、吕

梦佳 
俞鑫霞 嵊州市融媒体中心 

19 
嵊州：运用“民情通”应用场景   构

筑疫情防控防线 
费学军、费敏 俞鑫霞 嵊州市融媒体中心 

新媒体类 

20 
最好的礼物⑬丨一块布织出新世

界  柯桥两代布商的传承和创新 
王佳、陶逸平、陶泽铭 王佳 浙报集团绍兴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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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吾家之“宝” 
王薇、厉燕军、冯古川、张衎男、许

文超、徐烨飞、方嘉华 
王存瑞、胡刚、舒文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22 首位区日新“越”异 集体 集体 越城区融媒体中心 

23 双城记 
邵荣英、陈芳、叶红、薛妙珏、丁文

尔、孙唯、史维颖 
陶泽铭、何晨怡 柯桥区融媒体中心 

24 
全媒体直播|跟着村书记一起看共
富 

李丽、邓巍、王柳莺、龚日开、 周恬

仪、厉嘉琦、黄加慧 
叶炜、周琳璐、顾诗元 上虞区融媒体中心 

25 
风雨中通宵备货分装，15100 份物
资今晨驰援上虞 

左苏阳、郭亮辰、周志润、张羽 宣浩军、许斐、陈婕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26 
西施眼 APP 党史学习教育平台-学

党史 

集体 

（陈金伟、 缪海军、邵高锋、陈璐、

俞咪娜、杨璠、杨永煌、沈雅妮、石

梦娣） 

集体 

（叶淑秀、宣浩军、许斐、

陈婕、吕岚）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27 一件“春香”衣  中朝友谊情 费敏、吕梦佳 张铭 嵊州市融媒体中心 

28 一点“盐”不能少 费敏、马蔡荣 马蔡荣 嵊州市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