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节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评审等级

1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

曲》第二乐章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钱文彬 一等奖

2
马勒《第六交响曲》第一

乐章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刘维伟 一等奖

3 听风醉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秦梓元;林强军;林阳 一等奖

4 交响乐《蝙蝠序曲》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杨曦 ;付啸 ;何旭 一等奖

5
笛子协奏曲《金色的山东

》第二乐章
山东广播电视台 于峰、宋英伟、赵勇 一等奖

6
莫扎特G大调长笛协奏曲

（实况）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龙小卫；杨国栋；纪美群 二等奖

7 但愿人长久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周克胜 钱伟成  杨晶飞 二等奖

8
《莫扎特第三十五号交响

曲第一乐章》
天津广播电视台 赵学增；杜杨；孟庆亮 二等奖

9 《月光》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明、雷旭、袁家芬 二等奖

10
交响乐-帕萨卡里亚第一乐

章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李晓丹 胡颉 杨鲲娅 二等奖

11
（实况）无伴奏合唱－陕

北民歌《赶牲灵》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海东；庄增田；杜宝森 二等奖

12
实况录音弦乐四重奏《蓝

色多瑙河》
扬州广播电视台 姚正；张隶军；张有坤 二等奖

13 《梦回十八坊-出河头》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杨柳；汪平；俞凌云 二等奖

14
实况-民族管弦乐《太阳颂

》选段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关大伟；王惠 二等奖

15 《映山红》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辛静 二等奖

16 How High The Moon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莫若铭；胡潇月；胡一民 二等奖

17 梦里我曾回去过 云南广播电视台 李贞睿；张梦阳；黄波 二等奖

18

实况（周华健）《有没有

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

吉林广播电视台 王惠；王宇恒 二等奖

19
柴可夫斯基《C大调弦乐小

夜曲》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孟孟；叶思成；程春 二等奖

20 百万雄师过大江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凌明晓；刘枫；彭钢 二等奖

21 深夜恶灵图鉴 湖北广播电视台 王洪远；龙向东；李兵 三等奖

22 通俗音乐《莫愁》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刘博雍；翁大涵；吴平 三等奖

23 卡门.在山中 云南广播电视台 康乐；白雪峰；何睿 三等奖

24 Hokitika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陶红；莫若铭；胡一民 三等奖

25 骨龠独奏《竹风》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赵元；陆捷；何文婕 三等奖

26 九儿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刘勇，刘玉，曲波 三等奖

27 巧克力热饮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王怀涛，杨建国，王海青 三等奖

28
音乐会实况《门德尔松e小

调小提琴协奏曲》
陕西广播电视台 王嘉寅；蔡云；张冰。 三等奖

2019年广播节目技术质量奖（金鹿奖）评审结果
一 录制技术质量奖

音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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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实况录音柴可夫斯基《第

五交响曲—第二乐章》
扬州广播电视台 姚正；张隶军；沈振宁 三等奖

30 三月天 广西广播电视台 何镇国；周家帆；雷庆胜 三等奖

31 走不出的阿拉善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乔建军；左巍；郝平 三等奖

32 爱晚亭边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

心
凯霞；郑铮铮 三等奖

33 光芒人生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张筱笛;李伊伊;杨铠璠 三等奖

34 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广西广播电视台 周家帆；游壹心；覃诗雅 三等奖

35 《最爱你清清浙江》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杨柳；管春博；苗芃 三等奖

36 离别的爱 河北广播电视台 宋健；石宏杰；冯占山 三等奖

37 四十不惑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

心
何帅；凯霞 三等奖

38
《行星组曲Jupiter,the

bringer of jollity》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忻震 三等奖

39
拉赫玛尼诺夫《第2钢琴协

奏曲》第3乐章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陈小斌；陈曦 三等奖

40
交响乐《无忧无虑波卡尔

》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李彬;  令狐昌健;  王斌 三等奖

41 好美一个湖 湖北广播电视台 邓昌浩；龙向东；王迎 三等奖

42 童声合唱《春天来了》 沈阳广播电视台 高琦 三等奖

43 无伴奏合唱《我的梦》 四川广播电视台 赵欣、陈露曦、王莉 三等奖

44 溜冰圆舞曲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史国普；陈凤生 三等奖

45 美好的记忆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杜楠竹、杜超艺、王越 三等奖

46 新唱重庆城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杜楠竹、杜超艺、王越 三等奖

1 十一郎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胡一民；方午梅；王滨 一等奖

2 京剧《隋亡哀歌》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奚培；成伟民 一等奖

3 昆曲 牡丹亭游园选段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常珩 李晶璐 阎律 一等奖

4
京剧《赤桑镇》选段-自幼

儿
天津广播电视台 庄增田；刘海东；杜宝森 二等奖

5 评剧《金莲三寸》选段 河北广播电视台 冯占山；苑拥军；石宏杰 二等奖

6 枫叶如花 之 出牢门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胡一民；方午梅；莫若铭 二等奖

7 京剧《锁麟囊》选段-选妆 天津广播电视台 朱佳；黄伟；陈瑞增 二等奖

8 京剧《问圣君》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刘剑平 二等奖

9 戏曲曲牌  山坡羊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彭钢；刘枫；凌明晓 二等奖

10 《越剧“参书楼”选段》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辛静 二等奖

11
吉剧选段《轻车简从到江

南》
吉林广播电视台 王惠；周凤伟；赵秀明 三等奖

12 评剧 过了坎坷 沈阳广播电视台 张柯 ；张臣 三等奖

13 赵氏孤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林强军;林阳 三等奖

14 李逵探母片段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陈岷 三等奖

15 昆曲 长生殿 惊变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陆正国 桑晓霞  胡颉 三等奖

戏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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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越剧“明州女子尽封王”片

段》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姚培红 三等奖

17 吕剧选段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刘程煜，杨杰，王晗 三等奖

18 《织绢》 安徽广播电视台 袁家芬、钱军、陈明 三等奖

19
实况录音扬剧《鉴真》选

段“狂风咆哮扯白帆”
扬州广播电视台 姚正；芮熙祥；沈振宁 三等奖

20 贵妃醉酒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林强军;秦梓元 三等奖

1 天津时调《踢毽》 天津广播电视台 庄增田；鲁牧岩；杜宝森 一等奖

2 弹词   大美江苏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吴京国  阎律  丁嵘 二等奖

3 河南坠子《两头忙》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海东；李钊 二等奖

4 昆腔  品令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吴京国  武鹏  李  泉 二等奖

5 评弹《莺莺操琴》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寿颖 三等奖

6 评弹《江城子·苏轼》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 三等奖

7 东北大鼓《四季歌》选段 吉林广播电视台 王惠；关大伟；梁爽 三等奖

8 小热昏《七条命案》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斌；郑侃；方午梅 三等奖

1 家书 山东广播电视台 王乐生；王红军；张向明 一等奖

2 老味道里话年俗 天津广播电视台 黄伟；朱佳；李想 一等奖

3 巴黎圣母院的故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董珂；傅博 一等奖

4 《国歌，最震撼的旋律》 上海广播电视台 汤泓；刘蕾 一等奖

5 《英雄的选择》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明、陈秀、吴俊生 一等奖

6 追随溪流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莫若铭；胡潇月；费鹏 一等奖

7 《春之小岗》 安徽广播电视台 袁家芬、雷旭、陈明 二等奖

8 童话故事《王子求药》 扬州广播电视台 梁小军；孙曜；施小明 二等奖

9 桃花源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闫乔锋；曹漫 二等奖

10 艺术语言《猿之哀歌》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 二等奖

11 辉煌中国 河北广播电视台 范凤娟；李良；李鹏飞 二等奖

12 《梁家河》（精简版） 陕西广播电视台 周思辰；牛雨迪；田喜艳。 二等奖

13 广播专题《寻味记》 上海广播电视台 朱立红；徐莹；严慧 二等奖

14 《丹顶鹤的野化之路》 吉林广播电视台 徐达；王惠；谢春明 二等奖

15 诗话大运河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陆正国  桑晓霞 王君媚 二等奖

16 小满时节 沈阳广播电视台 张柯；张文涛 二等奖

17 梦回良渚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侃；莫若铭；郑斌 二等奖

18 沏进茶里的音乐 湖北广播电视台 邓昌浩；王迎；肖飞 二等奖

19 读水听山 南宁广播电视台 王晓巍;张雁;罗雪松 二等奖

20
《紫云英——乡村孩子的

音乐梦》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辛静 二等奖

21

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

报道:改革风来，两岸花开

（第1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李晓东 二等奖

曲艺类

语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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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歌织梦好花正红》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杨婧婕 ;贾燕妮; 付啸 二等奖

23 赶圩归来阿哩哩 广西广播电视台 游壹心；周家帆；覃诗雅 三等奖

24 金庸武侠世界的瑰丽音符 广西广播电视台 钟玉龙；游壹心；雷庆胜 三等奖

25 朗诵《读中国》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刘荣；陆捷；何文婕 三等奖

26 《让良知自由》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陈起来 三等奖

27
《问道七十年》献礼共和

国七十周年庆
陕西广播电视台 李晓凯；牛雨迪；周思辰。 三等奖

28 火锅哲学 天津广播电视台 李钊；刘海东；林玮 三等奖

29 两岸昆曲总关情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王继东；赖德新；裴雅乐 三等奖

30 《一汽人的除夕夜》 吉林广播电视台 徐达;谢芳;贾晶妍 三等奖

31
改革开放40年--流行语“喇

叭裤”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张子凡 三等奖

32 《长征》（节选） 贵州广播电视台 黄维恒 ;凌云 ;赵长睿 三等奖

33 我的城市我的歌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璐；刘平；马晓光 三等奖

34
《周恩来情系故园 越王殿

舌战群儒》上篇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张俊松；李雪峰；费竞翔 三等奖

35 张谷英村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

心
王艺霖 三等奖

36 朗诵《我喜欢出发》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陆捷；刘荣；何文婕 三等奖

37 《吾血吾土》节选 云南广播电视台 李苗；段垚尧；董辉 三等奖

38
临沂舰：与时间赛跑的也

门救援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王继东；艾少平；王毅海 三等奖

39 昆曲回家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陆正国  邱瑜 王晁晟 三等奖

40 国旗下的新歌 四川广播电视台 赵欣、陈露曦、陈伟清 三等奖

41 《悠悠之声 千古回响》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赵晓莉 三等奖

42
七个音符，一部人生——

纪念人民音乐家李焕之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阮安；陈洁颖；张希泉 三等奖

43 沙漠眼，月牙泉 湖北广播电视台 彭琦；王平 三等奖

44 南宁，我的梦中城市 南宁广播电视台 唐子翔;王勇;黄健春 三等奖

45 Only a Dad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郭帆；尤苗；邱显 三等奖

46 最美的好别——燕子归岩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邓晓丹、薛山、简勇 三等奖

47 会飞的小凉帽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朱淼波 三等奖

48 济南赞美诗 济南广播电视台 姜波、胡伯乐 三等奖

1 半条被子（上集）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

心
王艺霖 一等奖

2 最美丽 沈阳广播电视台 王健 一等奖

3 《春天的号角》第一集 贵州广播电视台 令狐昌健 ;杨再礼 ;房大文 一等奖

4 淬炼 天津广播电视台 朱佳；刘心睿；黄伟 一等奖

5 广播剧《虞美人》 吉林广播电视台 王宇恒；徐达；王惠 二等奖

6 真理的味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张子凡 二等奖

7 英雄无惧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璐；孟娇；徐晓霞 二等奖

8 《大军帽》 陕西广播电视台 王嘉寅；李晓凯；殷晨。 二等奖

广播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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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播连续剧《种子方舟》

第一集
上海广播电视台 张治；刘蕾 二等奖

10
广播剧《蒙山青，沂水长

》片段
山东广播电视台 于峰、庄昊飞、于川 二等奖

11 《港珠澳大桥》节选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方午梅；莫若铭；任路达 二等奖

12 沧海脊梁（片段）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金晶;房大文 二等奖

13 《回家》 安徽广播电视台 雷旭、袁家芬、陈明 二等奖

14 我是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房大文;张旭 二等奖

15 排雷英雄杜富国 云南广播电视台 彭澎；桂瑜；李罡 二等奖

16 《对接时刻》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王进；赵学夫；王宇晨 二等奖

17 广播剧《红色钢琴》上集 上海广播电视台 张治 三等奖

18 幼儿园冲击波 天津广播电视台 李钊；张爽蓉；林玮 三等奖

19 《抢书记》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方午梅；胡潇月；方颖 三等奖

20
广播剧：这些年我们共同

走过
武汉广播电视台 何林；张文波；万建 三等奖

21 蓝天碧海我的家 广西广播电视台 游壹心；覃诗雅；涂琛婷 三等奖

22 海一样的承诺 第一集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李晓丹  吴京国  李泉 三等奖

23 百姓记者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璐；徐晓霞；孟娇 三等奖

24
广播微剧《股尔摩斯》

（第八集）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钟坚 三等奖

25 广播剧《天眼》第一集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杨曦 ; 房大文 ;赵培义 三等奖

26 林场往事（片段+完整版） 河北广播电视台 范凤娟；石宏杰；张宁 三等奖

27 广播短剧：两个鸡蛋 武汉广播电视台 何林；杨馨；徐俊 三等奖

28 迫降 四川广播电视台 李培、陈晨、郭庆 三等奖

29 南京解放了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梁跃 段渝汉 崔子瑜 三等奖

30 《守护人》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罗天琦 三等奖

31 海洋乐队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李建杰，刘程煜，尹增辉 三等奖

1 《穿越时空的声音》片花 天津广播电视台 朱佳；黄伟；李雪莱 一等奖

2 听，70年的时代回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孟孟；叶思成；程春 一等奖

3 片花《猩红色的天空下》 吉林广播电视台 王惠；朴英录；池东眉 一等奖

4 美丽中国，我的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张子凡 一等奖

5 央广演讲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李晓东 一等奖

6 片花-广播剧《大国工匠》 吉林广播电视台 王惠；王宇恒；赵秀明 二等奖

7 向海图强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刘子华 陆正国 王晁晟 二等奖

8 英雄礼赞 山东广播电视台 王红军；于润波；陈默 二等奖

9 广播剧《淬炼》片花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心睿；朱佳；鲁牧岩 二等奖

10 追寻红色印记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李康 王君媚 胡忆坤 二等奖

11
《不忘初心的追梦人——

钟扬》宣传片
上海广播电视台 张治；刘蕾 二等奖

12 燕赵文化 河北广播电视台 李鹏飞；梁锐；李志杰 二等奖

13
广播剧《蒙山青，沂水长

》宣传片花
山东广播电视台 庄昊飞、于峰、韩克收 二等奖

片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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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逆行者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侃；冷楚楚；王志刚 二等奖

15 《我与共和国同龄》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曹艳艳 二等奖

16 听，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闫乔锋；曹漫 二等奖

17 《北京风俗音画》 上海广播电视台 汤泓；刘蕾 二等奖

18
栏目片花《686新闻工厂微

信宣传》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 二等奖

19 开心麻花之《旋转卡门》 广西广播电视台 唐业棋；谭正龙；何思龙 二等奖

20 跑步家族线性版头 广西广播电视台 唐业棋；何思龙；谭正龙 二等奖

21 爱沈阳 沈阳广播电视台 张柯；张文涛 二等奖

22
片花《南京广播伴您一路

同行》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黄爽；陆捷；何文婕 二等奖

23 《城市格调 寻着光踏爱》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杨婧婕  ;何旭 ;杨全文 三等奖

24 与广播的70年情缘 济南广播电视台 刘亚然；张鹏飞 三等奖

25 《少年聂耳》片头 云南广播电视台 赵雄伟；白雪峰；李苗 三等奖

26 《英雄的选择》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明、雷旭、张松玲 三等奖

27 广播剧全媒体推介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璐；孟娇；徐晓霞 三等奖

28
栏目片花《筑梦天堑通衢

》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 三等奖

29 片花《遇见“美丽乡村”》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马岩；陆捷；黄爽 三等奖

30 《边走边唱》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孙刚鸿 三等奖

31 《少年聂耳》片花 云南广播电视台 白雪峰；何睿；何绍丹 三等奖

32 听见垃圾分类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路逊；何雁南；郑侃 三等奖

33 《一生一事 致匠心》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刘蒙；汤伟；肖宇 三等奖

34 探索历史的真相 济南广播电视台 刘亚然；张鸣 三等奖

35 片花：行走的耳朵方言版 武汉广播电视台 刘巍；万建；徐俊 三等奖

36
特别策划《我们的誓言永

不变》
江西广播电视台 陶清；张玉倩；陈帅 三等奖

37 《把读书，变成渴望》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杨婧婕  ;付啸 ;何旭 三等奖

38 走出国门的中国军人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王继东；刘俊峰；齐达 三等奖

39 声音记录时代前行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

心
郭娟 三等奖

40 候鸟回家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马春然；高阳；张钰 三等奖

41 《梦想再出发》 东港人民广播电台 胡顺境；朱明丽；杨雪明 三等奖

42 《少年周恩来》预告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刘枫；刘薇；剧大伟 三等奖

43 每天半小时 阅读中 有远方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

心
刘娟 三等奖

44 《长三角》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陈军 三等奖

45 《梁家河》片花 陕西广播电视台 张童；张冰；田喜艳。 三等奖

46 轻松调频台宣所以版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王世娜；张博；康文婷 三等奖

47 《行走的音乐》 晚霞版 扬州广播电视台 沈振宁；汤恺；殷健文 三等奖

1 《声音的变迁》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明、陈琨、钱军 一等奖

2 中国新名片 河北广播电视台 冯占山；宋健；范凤娟 一等奖

广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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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益广告《垃圾分类》 天津广播电视台 朱佳；黄伟；刘心睿 一等奖

4
《延中盐汽水——怀旧篇

》
上海广播电视台 朱立红；徐莹；严慧 一等奖

5 VR科技 天津广播电视台 张爽蓉；李钊 一等奖

6 听广播见未来 广西广播电视台 马蔺；游壹心；雷庆胜 一等奖

7 《请不要随意抛弃》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刘枫；刘薇；杨帅 一等奖

8 啤酒博物馆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刘程煜，王进，刘欣 一等奖

9 亚运会宣传片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胡潇月；郑斌；韩明亮 二等奖

10
公益广告《守护海洋拒绝

捕鲸》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陆捷；黄爽；何文婕 二等奖

11 中国汽车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武鹏 李晶璐 杨铖昊 二等奖

12
《我和我的祖国——成长

篇》
上海广播电视台 朱立红；严慧；徐莹 二等奖

13 芳村榕树头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龚益民 荣幸 段思平 二等奖

14 舌尖上的七十年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李俊；郑侃；蒋晓寅 二等奖

15 扶贫公益广告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沈杰、李榕军、崔梦 二等奖

16 蔚蓝色的星球 济南广播电视台 刘亚然；孙崇耀 二等奖

17 中国创造，世界亮点 湖北广播电视台 袁从年；邓昌浩；陈浩心 二等奖

18 《梦想的旅程》 安徽广播电视台 雷旭；周璇艺；陈琨 二等奖

19 公益广告《爱的力量》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 ;吕琳 二等奖

20 寻找最美琼花公益广告 海南广播电视台 吴欣 吴东 王娟 二等奖

21
公益广告《关注扫黑除恶

》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何文婕；陆捷；黄爽 二等奖

22 智能时代不掉队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朱淼波 二等奖

23 深蓝利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房大文 二等奖

24 学车车 南宁广播电视台 李鹏;李雅婷;蒙民 三等奖

25
文明出行《时光不会倒流

》
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胡晶晶;汪雨晨 三等奖

26 关爱老人“手机篇” 湖北广播电视台 龙向东；王平；邓昌浩 三等奖

27 《节能环保两秒钟》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张静怡 三等奖

28 信息快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叶思成 三等奖

29 公益广告《国韵-传承篇》 吉林广播电视台 王惠；齐访舟；王宇恒 三等奖

30 让我们一起读书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璐；吕蔚丽；李书宇 三等奖

31 脱贫攻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刘虎楠；覃垚；魏楠 三等奖

32 无时无刻不低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刘蕾；何伟；王晟 三等奖

33 自治区六十大庆公益广告 广西广播电视台 马蔺；周家帆；涂琛婷 三等奖

34 公益广告《轻装》 吉林广播电视台 周凤伟；王惠；杨鑫 三等奖

35 公益广告《儿童走失》 江西广播电视台 陶清；余恒；唐龙 三等奖

36 《看不到的浪费》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肖宇；刘蒙；顾德礼 三等奖

37 晒晒你读书时的样子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璐；朱淑珍；丁丽 三等奖

38 公益广告《最美中国红》 东港人民广播电台 胡顺境；朱明丽；杨雪明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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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关爱心灵 河南广播电视台 李云凤；黄文聪；周一帆； 三等奖

40 快一点 慢一点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

心
刘娟；王艺霖 三等奖

41
2019过大年公益广告——

《过年回家 爱在等你》
陕西广播电视台 李承哲；许云鹤；康迪。 三等奖

42 关注重庆非遗文化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薛山、邓晓丹、万自杰 三等奖

43 感官世界 河北广播电视台 李鹏飞；丁荣格；郭宜隆 三等奖

44 《爱水节水》 贵州广播电视台 尹博玮 ;詹越 ;罗波 三等奖

45 我们身边的“环卫橙色马甲”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张筱笛;李伊伊;杨铠璠 三等奖

1 《茶花女——祝酒歌》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奚培 一等奖

2
小提琴协奏曲《丰收渔歌

》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李彬 ;付啸; 赵培义 一等奖

3 翡翠寄语 云南广播电视台 赵雄伟；黎明；张梦阳 二等奖

4 《穿越时空的声音》 天津广播电视台 朱佳；初熙；黄伟 二等奖

5 无伴奏合唱《哈利路亚》 天津广播电视台 朱佳；刘心睿；黄伟 二等奖

6 民族打击乐《火舞》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奚培 二等奖

7 河北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忻震 二等奖

8 知否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

心
王艺霖；谭熙劼 三等奖

9 第一交响-中国史诗节选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梁跃 李康 钱伟成 三等奖

10
纪录片《西出长安》（精

简版）
陕西广播电视台 周思辰；牛雨迪；李晓凯。 三等奖

11 踢踏踢踏踏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红哲；莫若铭；郑斌 三等奖

12
千人合唱《凤凰花开的路

口》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莫若铭；胡潇月；朱瑞雯 三等奖

13 我要去哪里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

心
王艺霖；龙洪亮 三等奖

14 歌曲《绒花》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杨曦  ;李彬  ;令狐昌健 三等奖

15 星际旅行 河北广播电视台 宋健；范凤娟；冯占山 三等奖

16 雁落沙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林强军;秦梓元;孙峥 三等奖

序号 频率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评审等级

1 第1套或中国之声频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肖国栋;周明辉;张杨;徐仰红;

张豫;李默;王子微;石莽;冯桂

林;张艾丽;刘华;樊磊;马晓东;

李伟森;楼允

一等奖

2
第1套或990千赫/93.4兆赫

频率
上海广播电视台

洪匀；陈奕；杨冬明；史斐

庭；陈海峰；范振荣；王晓

俊；徐莹；徐侃；刘敏；倪

学青；刘蕾；于亦敏；冷燕

梅；田苗

一等奖

3 第1套或94.6频率 贵州广播电视台

陈秀荣； 赵培义 ； 李彬；

李光模 ； 马涛  ；袁新友；

杨薇 ；李军； 杨全文 ；杨鹏

飞

一等奖

环绕声类

二 播出技术质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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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1套或综合频率 河北广播电视台

苑拥军；李志杰；张钦；范

凤娟；冯占山；秦向理；郭

宜隆；丁荣格；刘一虎；吴

琪

一等奖

5 第一套或新闻综合频率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廖锦瑛；林田；林欢；王钦

辉；胡悦；黄国政；赵昙；

陈宜峰；徐立和；余海涛

一等奖

6 第1套或新闻综合频率 广西广播电视台

钟玉龙；覃诗雅；雷庆胜；

温槟僡；黎朗；韦玉琳；莫

健婕；杨华；黄荣考；黄健

一等奖

7

第一套或

AM828KHz/FM100.6MHz

频率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程春;王暄;姜扬;郑珊珊;吕亚

东;张仲一;陆承凤;刘明瑞;赵

红;吴蓝;铁永和;薛赫然;段宏

伟;李东;王平

二等奖

8
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或91.4MHz频率
广东广播电视台

郑毅清；蔡达华；钟坚；黄

东海；何镜浩；洪哲霖；范

彦艳；刘凯；刘俊文；谢广

斯

二等奖

9 第1套或新闻频率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孙岩君   袁长建  邓辉   陆正

国  陈毓栋  韩明良  朱陈忠

朱燕平  李康  顾小磊  季朱林

刘思伽  王晁晟  徐涛  徐钰

二等奖

10 第一套或辽宁之声频率 辽宁广播电视台

李天蔚； 唐茁阳 ；苏彤； 王

丹； 梁永顺； 张永明； 吕东

旭； 刘利军 ；王仲； 杨巍峙

二等奖

11
第1套或FM101.6/AM810频

率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孙剑忠；王强；梁爱武；金

虹；陆缨；沈彬；曹海柱；

张烁；袁佳伟；盖维萌

二等奖

12 第1套或重庆之声频率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肖晨、陈勇、龙清、戴欣、

邓新、刘翔、唐学成、马玲

、周宇、马海富

二等奖

13 第1套或新闻频率 河南广播电视台

常智明；寿晓霁；司红彬；

张科峰；马胜豪；张谦；刘

斌；雷卫彬；宗建新；谢鹤

心；钱峰；张璇；杨青燕；

刘媛；刘侃

二等奖

14 FM 91．5频率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潘涛;李燕;于钦飞;王琛;王安

然;郭帆;张爱晨;石磊;宋云萍;

甄建力;吴朝晖;孟茁;高智勇;

李福勇;刘杰;

二等奖

15 第一套或新闻综合频率 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樊勇兵、王磊、侯树明、洪

宇峰、曾令虎、王广蓓、魏

东、蔡新宇、曾昭东、顾建

欣

二等奖

16 第一套或FM99.6频率 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林耀辉、郭群辉、张海波、

陈晓龙、蔡燕窝、李巧瑜、

黄炳伙、黄东旭

二等奖

17 第1套或新闻频率 云南广播电视台

黎明；周雪岭；郑建颖；何

睿；彭澎；何绍丹；赵雄

伟；白雪峰；康乐；师霞；

黄波；李贞睿；张梦阳；许

碧波；刘刚；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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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1套或新闻综合频率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娟; 马飞; 张向阳; 程永军;

毕金明; 胡磊; 杨勤生; 刘继亚;

陈明; 王晋; 陈秀; 周璇艺; 姚

笛; 袁正义; 施康

三等奖

19 第一套或FM101.4频率 南宁广播电视台
黄健春;杨俊;罗雪松;陆震;刘

旭;黄进
三等奖

20 第1套或新闻频率 四川广播电视台

刘超靖、康敏、青晓鹏、杨

志华、吴莉娜、刘晓霞、勒

阿果、王瑽玥、勒阿几、杨

霁

三等奖

21 第1套或新闻综合频率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王国辉 孙建敏 崔帅锋 朱祖来

张兆宇 王帅 鞠学龙 范志斌

李刚 龚丰宽

三等奖

22 第1套或FM89MHz频率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王丽娟；宝力道；代钦；王

鑫；吴杰；青格勒；李鹏

飞；米智敏；马志广；斯琴

三等奖

23 第1套或新闻频率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李建杰，张建栋，杨杰，迟

巍，周闻，郑凯，王怀涛，

苑涛，刘克非，于鹏

三等奖

24 第1套或97.2 MHz频率 天津广播电视台

王建明；刘扬；艾福森；陈

鹏；经广瑞；王金喜；刘宝

良；李文魁；石钧；张跃

宇；姚东方；朱文博；姚

成；王英宇；韩禹

三等奖

25 第1套或汉语新闻频率 新疆广播电视台

刚勇；孔源；叶尔兰；陈

矛；丑博锋；孔殷刚；邹

旭；刘建；祖农；卡纳提；

赵刚；贾林；努尔兰；索伟

耀；滕飞

三等奖

26 第1套或新闻综合频率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起来；孙刚鸿；忻震；陈

军；姚培红；丁小敏；赵

勇；黄河；吴海翔；张立影

三等奖

27 第一套或新闻综合频率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王昂；刘德胜；杨济世；龚

绍红；高誉戈；巩铖；冯进

辉；张维；孟庆梅；董珂红

三等奖

28 第1套或新闻频率 宁夏广播电视台

常京；苏文智；韩致纲；张

晓白；张晖；李玉祥；马小

艳；戴晓琼；李红艳；王宏

刚

三等奖

29 第1套或94.6频率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杨国栋  董博  张健  剧大伟

张燕春  栾宏伟  张媛  纪美群

王宇晨   王子威

三等奖

30 第5套或潇湘之声频率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

心

吴正旺；周军；王悉玄；陈

奕兰；陈攀峰；王蛟；章

鹏；段文辉；陈罡；黄智

三等奖

31 第1套或综合频率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艾红权；任若冰；陆慈龙；

黄维东；由斌；牟达芬；程

秀君；王立群；于金波；乔

元晖

三等奖

32 第1套或FM104.6MHz频率 湖北广播电视台

许光明；龙向东；李兵；王

宇新；翟军；陈浩心；杜

威；吴亚宁；管海建；柳爱

凤；危辉；李旻；张磊；郝

平化；杨彧飞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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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第1套或新闻频率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谢海翔；李臻；赵永晨；陆

捷；何文婕；吴平；汪舟；

计婷婷；王高云；唐莹

三等奖

序号 单位名称

1 上海广播电视台

2 天津广播电视台

3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贵州广播电视台

三 金鹿综合奖

张青;  陈秀荣 ; 赵培义; 杨再礼  ;令狐昌健 ;杨鹏飞; 矫峤; 邓文勇 ; 杨曦 ; 李光

模

获奖人员名单

陈雨人；林伟明；尚峰；黄奇志；王振；奚培；刘蕾；邓天；徐莹；

施剑平

李广全；张少华；杜宝森；庄增田；齐继云；王楠；张思宇；王建明；周一

峰；裘佺

杨勇；蔡国炎；郑红哲；孙剑忠；王强；陶红；吴晓东；刘旭伟；莫若铭；

陈丰

李声；李晓丹；苏琦；陆正国；孙岩君；张强强；周克胜；梁跃；孙昌凤；

卢小勉

吴东炤;程坤;伊圣涛;孙查;霍欣;陈峰;刘华;付燕;赵京伟;张子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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