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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湖南广播电视奖”获奖作品目录（省直）

一等奖

广播新闻、专题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系列报道 湖南电台潇湘之声 三问“钱去哪了”？ 2014.12.1—3 任起国　谭海洋　皮　婷　刘成名

新闻专题 金鹰955电台 那些年，我们大步向前 2014.10.21—25 谢　斌　杨　明　梁擎宇　吴思雨

新闻专题 湖南电台经济频道 点赞湘菜 2014.11.24—12.17 阳　玲　陆海峰　吴　斌　李靖依

电视新闻、专题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系列报道 湖南卫视 绝对忠诚
2014.4.8—4.18 
2014.7.30—8.5 

2014.9.29—10.7
集　体

系列报道 湖南卫视 @移动风云 2014.6.6—15 集　体

系列报道 湖南经视 劳动最美丽 2014.6.5 田　杰　李小平　樊　琳　文　舒

连续报道 湖南都市频道 湖南多所医院医生非法索要巨额肾源费 2014.11.6 傅海书　钟　帅　贾子年　周新天

评  论 湖南卫视 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4.4.2—11 龚政文　廖　麒　陈玉婷　戴　睿

新闻访谈 湖南经视
《经视问政》第八期：问政衡阳、湘西州、
湘潭三位市州长

2014.8.7 朱皓峰　陈文莉　孙丹炀　段可可

新闻专题 湖南卫视
徐守盛在衡东县宋坪村指导村党支部专题组
织生活会

2014.12.16 尹　中　江　湖

新闻专题 湖南经视 为了贫困“湘”亲的小康梦 2014.10.22—30 集　体

社教专题
湖南高校广播电视

研究委员会
黄腾，母校怀念你 2014.12.30 庄　琳　陈文胜　宓维良　郭修远

纪录片 湖南电视剧频道 心得乐 2014.6.1 集　体

广播电视文艺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广播剧 金鹰955电台 长沙人家 2014.4.21 罗　岚　谢　斌　游永江　熊　熠

电视文艺 湖南卫视 一年级 2014.10.24—12.26
徐　晴　许　可　龚丹霞　安德胜
李　萍　吴浩宇　陈　震　赵文海

电视文艺 湖南卫视 花儿与少年 2014.4.25—6.13
廖　珂　陈歆宇　吴梦知　曹意峰
肖　蕾

电视剧
湖南经视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爱的妇产科 2014.2.2—3.9

蒋家骏　马德林　肖　宁　何　瑾
朱　丹　何晟铭

报纸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刊发日期 主创人员

通讯 金鹰报 汪涵：有梦想就有好“果实” 2014.9.25 杨　昀

播音主持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广播主持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博闻天下 2014.6.6 郭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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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奖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特别节目 湖南卫视 文化的力量 2014.3.8—13 王小虎　姚松平　陈　慧　苗　莉

特别节目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爱心高铁，回家过年 2014.1.24 杨　跃　何　帅　王湘学　国　生     

特别节目 湖南卫视 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2014互联盛典 2014.10.11 孔晓一　任　洋　曲江鸣　吕　婧   

创新奖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纪录片 湖南国际频道 湘当韵味之年味 2014.9.9 肖　科　刘　畅　谌伟春

科普节目 湖南卫视 科学第一课 2014.9.1 集　体

广播栏目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国生开讲
2014.4.10，

12.23
国　生　姚利红　尚　瑾　武宝贵

综艺节目 湖南金鹰卡通频道 疯狂的麦咭 2014.12.6 集　体

二等奖
广播新闻、专题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长消息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袁隆平超级稻大面积亩产超1000公斤创世界
纪录，“禾下乘凉梦”又近了一步

2014.10.11 钟　林　邝　瑶

系列报道 金鹰955电台 夺命渣土车 2014.10.20—11.3 罗　岚　谢　阳　曹　静　梁　瑞

系列报道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城市的表达 2014.11.10—11.20 杨　跃　冉照福　刘　畅　孟　宪

社教专题 湖南电台音乐之声
《秀外慧中》——访中美音乐组合“秀外慧
中”

2014.11.7 李运宗　徐凯霞　王鲁奇　周　媚

新闻专题 湖南电台潇湘之声 长沙歌厅文化，能否精彩依旧？ 2014.9.9 徐　神　任起国　刘成名

社教专题
湖南高校广播电视

研究委员会
最美情侣 2014.11.22 黄　晔　曹　茸　王　梓　王　俊

广播栏目 湖南电台新闻频道 天天有戏
2014.5.25，

10.14
周　虹　钟吉云　王晓静　 
欧阳觉文

电视新闻、专题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短消息 湖南都市频道 长沙市民两小时办好工商执照 2014.1.2 许　涛　张　斌　周新天

长消息 湖南公共频道
救急难！菜农垫付半年积蓄 救陌生流浪老
人：打地铺照料送鸡汤 好心人还是亲人？

2014.8.14 闫　琨　杨俊锌　王一姗 

系列报道 湖南卫视 农业七日谈 2014.6.19—25 集　体

现场直播 湖南都市频道 长沙地铁2号线开通试运营 2014.4.30
李　中　海　瑞　周新天　谭晓剑 
杨德开　潘　敏

评  论 湖南卫视 胡湘平：九问忠诚 2014.9.29—10.7 李越胜

现场直播 湖南经视 省人大专题询问直播：大气之问 2014.11.24
田　杰　李　昱　周海宁　杨文韬
袁雯茜　宁　静

现场直播 湖南卫视 直播吕洞村 2014.1.29—2.7 集　体

现场直播 湖南卫视 皿方壘完壘归湘 2014.6.12 刘学波　王飘岩　黄　渤　梁　穗

新闻专题 湖南教育电视台 铮铮铁骨铸军魂 2014.12.28 李智丹　刘赞伟　孟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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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新闻专题 湖南卫视 讲究·竹埠港攻坚（上）（下） 2014.10.30—31 李　欣　魏　波　张一吟　周　潇   

新闻专题 湖南卫视 探访核电站 2014.12.25 汪　洋　孙雯静　蔡晓伟　刘　献

社教专题 湖南都市频道 都市调解室：一笔养老资产引发的母子纷争 2014.7.15 董　婧　周新天　杨治国　胡红梅 

社教专题 湖南公共频道 窑变 2014.8.30 王　语　骆　靖　罗生晖

新闻专题
湖南高校广播电视

研究委员会
金刀胡建国 2014.10.18 李　松　张向真

广播电视文艺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电视文艺 湖南卫视 变形计 2014.1.4—12.22 集体

电视文艺 湖南卫视 2014年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2014.1.23
陈汝涵　王　慧　韩　梅　倪慧慧
张　甍　唐　芳　刘　昕　于佳鑫

电视文艺 湖南卫视
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暨第27届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晚会

2014.10.12 集体

电视文艺 湖南卫视 第十三届“汉语桥”总决赛暨闭幕式晚会 2014.8.26 集体

报刊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刊发日期 主创人员

通讯 潇湘声屏 爱，因为真诚，让我们一生牵挂！ 2014年第9期 曾　致　唐建军

播音主持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电视主持 湖南经视 经视乐翻天 2014.6.8 高　旭

电视播音 湖南都市频道 都市晚间 2014.4.30 童　鹤

三等奖

广播新闻、专题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短消息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长沙市政府“权力清单”率先晒出来 2014.11.13 冉照福　李　浩　徐　神

短消息 湖南电台潇湘之声 省国税局网上纳税要收费，便民服务变了味 2014.1.15 任起国　谭海洋　容　佳

长消息 湖南电台潇湘之声 爱心切糕，情暖鲁甸 2014.8.7 蒋　岚　童　琳　鄢　丽

长消息 湖南电台音乐之声 靖州杨梅从“礼品梅”转为“商品梅” 2014.7.1 李运宗　武宝贵

系列报道 湖南电台潇湘之声 长沙老字号，复兴之路在何方？ 2014.11.3—5 徐　神　任起国　胡　杨 

系列报道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老战士的记忆 2014.9.23—30 冉照福　颜　莉　刘　畅　郭　巍

连续报道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无间道 2014.2.5—12 王湘学　冉照福　颜　莉　孙　侠

新闻评论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拆掉围墙，敞开心墙 2014.10.27 王湘学　丹　阳　严　昕　张　冠

新闻专题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伤不起的天价护栏 2014.7.25 董　晓　张　宁　玥　文　书　博

新闻专题
湖南高校广播电视

研究委员会
父子同窗三年共圆大学梦 2014.6.18 刘雪婷　胡　涛　杨　程　陈　静

新闻访谈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顺风车能不能顺起来 2014.3.10 国　生　冉照福　姚利红　尚　瑾

电视新闻、专题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短消息 湖南公共频道
城管玫瑰！长沙：首批“城管娘子军”亮相
星沙 温柔执法暖人心

2014.4.15 蒋　银　邓　海　胡佳立

长消息 湖南卫视 2014中俄海上联合军演 2014.5.17 李汪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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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长消息
湖南高校广播电视

研究委员会
要光盘，拒绝“剩宴” 2014.3.20 潘　昕　吴志奇　姚旭倩 

连续报道 湖南都市频道 长沙地铁配套工程六次转包质量缩水 2014.10.14—11.14 傅海书　贾子年

连续报道 湖南公共频道 快递行业乱象大起底 2014.9.26—10.8 熊思敏　王一姗　周宇轩　杨　成

系列报道 湖南公共频道
寻找感动 传递真爱——第八届运达乡村教师
奖系列报道

2014.12.8—2015.1.8 集　体

系列报道 湖南经视 长沙“母猪肉包子”行业潜规则大揭秘
2014.7.10/11/

15/16/28/29/30
汤国兴　胡迅舟　李尚应　刘志超

系列报道 湖南卫视 大美湘野系列报道 2014.2.1—12.31 李特生

评  论 湖南经视 长沙地铁要开了 票价让你春暖花开么 2014.3.28 章红伟　孙　璐　王　湘　许　庆 

现场直播 湖南都市频道
2014欢乐潇湘群舞飞扬——湖南省第5届全
民广场舞总决赛

2014.12.2
邓丽萍　刘贤志　陈　婵　胡志丹 
罗迎春

新闻访谈 湖南教育电视台 2014高招政策全解读 2014.6.23 集　体

少儿节目 湖南金鹰卡通频道 潮童假期 2014.7.20 集　体

新闻专题 湖南卫视
跨国“假药”案（上、下）白血病病友为陆
勇求情：生命伦理碰撞法律

2014.12.29 董哲颖　骆昌红　龙　科

新闻专题 湖南卫视 爸爸在哪儿 2014.7.21—9.4 集　体

社教专题 湖南都市频道 长沙无战事，七十年寻找革命恩师 2014.12.30 杨玉洁　王　燕　唐宏顺　谢　栋

社教专题 湖南娱乐频道 回家的诱惑 2014.2.2 吴　力　向　卫　黎岱宏　郭亚娟

社教专题 湖南电影频道 电影圈的超级大变脸 2014.1.2 周　欣　曾爱翔　刘芬芳　雷　蓉

社教专题
湖南高校广播电视

研究委员会
生活强者周以来 2014.10.29 许明发　胡坚毅　邹　丹　皮晓悦

纪录片 金鹰纪实频道 诗童馨贺 2014.2.26 彭林雅　付会萍　张　哲　文喜龙   

纪录片 金鹰纪实频道 “菜刀老师”的公益青春 2014.11.18 胡斯淇　付会萍　朱　彬　杨　立

纪录片 金鹰纪实频道 为爱而照 2014.11.25 刘　艳　唐　韵 

纪录片 金鹰纪实频道 欧阳山尊的“洪炉”人生 2014.12.2 李　永　田　野

广播电视文艺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综艺节目 湖南电台新闻频道
三湘读书月经典诗文诵读会“书香——生命
永恒的芬芳”

2014.10.31
周　虹　钟吉云　赵庆丰　于文文
于　甄　肖长芬

综艺节目 湖南电台文艺频道 大地飞歌——侗族大歌 2014.12.13
刘　平　胡　旭　简　超　王　琦
王艺霖　陈　诚

儿童剧 湖南电台音乐之声 玩具箱里的悄悄话 2014.9.26 章　欣　戴谢琛　任庆阳

电视文艺 湖南经视 幸福来欢唱 第三季 2014.8.2 金　汀　舒　畅　黄　玺　田　玉

电视文艺 湖南娱乐频道
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荣誉大典暨第27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

2014.10.12 周　毅　邓娜娜　王　冶

综艺节目 湖南金鹰卡通频道 中国新声代 2014.8.23 集　体

电视文艺 湖南卫视 百变大咖秀第五季 2014.1.2—4.3
许　可　安德胜　王　婷　王　蕾
谢临风　陈　威　古晓靖　周斌辉

电视文艺 湖南教育电视台
湖南校园好声音——湖南省首届高校校园好
声音大赛总决赛

2014.12.29
资喻宇　余　韩　陈小龙　张　喻 
邓慧芳　陈辞涵

电视文艺 湖南经视 汽车总动员 第三季 2014.9.20
章红伟　肖　阳　张　辉　彭　宇
曾娟梅　余　超　吴　晓　蒋　元

电视广告信息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宣传片 湖南教育电视台 新年快乐之指挥家篇 2014.1.27—2.14 罗大可　杨　威　杨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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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刊发日期 主创人员

通讯 法制周报 高校热衷更名背后的冷思考 2014.7.8 蒋格伟

通讯 芒果画报 给电视一台新引擎 2014年第11期 张慕莹

播音主持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广播播音 湖南交通频道 全省新闻联播 2014.12.2 付易天　卢思远

广播主持 湖南电台音乐之声 最美时光 2014.1.5 钟　婧

2014年度“湖南广播电视奖”获奖作品目录（市州）

一等奖

广播新闻、专题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长消息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交通音乐广播
望月湖街道首创社区“日间托老所” 2014.7.7 吕世骄　杨　俭　李向前

系列报道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广播交通频道
转型大时代：2014株洲企业转型升级启示录 2014.12.8—10 王　颉　邱　浩　杨　智　陈　庆

连续报道
邵阳广播电视台

交通频道
邵水之殇——保护母亲河 我们在行动 2014.3.18/21/26 刘艳美　周　韵　沈　娟　滕　凌

述评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广播新闻频道
有了“职权清单”就够了吗？ 2014.12.19 李　佳　罗华娇

 评论 永州市广播电视台 接权莫弄权 2014.7.8 张祖智　管顺生　伍时华　肖申军

新闻述评
岳阳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频道
守住老规矩   算清生态账 2014.4.9 廖　岚　黄　宇

新闻专题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新闻广播
浏阳烟花在“APEC蓝”中绽放 2014.11.13 黄　华　任　波　雷艳飞　梁仁春

新闻专题 衡阳人民广播电台
从“团长”到“村长”  共产党员倪永健忠
诚为民

2014.6.29 唐冬生　谢治桂　陈向荣

电视新闻、专题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短消息 岳阳电视台新闻频道 众人合力解救受困野生麋鹿 2014.5.12 严清海　胡文辉

长消息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大数据”激活老企业 2014.12.3 林　鑫　陈　严

长消息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新闻频道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长沙高新技术产值增速
中部第一

2014.12.25 成　竹　黄一珂　伍立新 

长消息 益阳市广播电视台 南县：办公用房“化整为零”用于民生项目 2014.5.2 李国栋

长消息 衡南县广播电视台 衡南农民喜拨“12316” 2014.10.18 李颖婕　唐　明

系列报道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株洲“两型”建设步履铿锵

2014.11.19，
12.3/10

孙　岱　刁俊峰　赵红宇　徐天龙 

系列报道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公共频道
株洲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2014.12.26/27/29 罗依坤　叶爱平　刘继华　卢志光

系列报道 衡阳市广播电视台 英雄是怎样炼成的——吉湘林典型事迹 2014.12.25—28 何林森　谭　仕　全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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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系列报道
郴州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陈三良租地记 2014.4.2—4 李　波　张成伟　邓喜军　李晗宇

新闻访谈 望城区广播电视台 环保兄弟 2014.10.15 黄　格　张　炼　张激扬　张雅婷

评论 益阳市广播电视台 镇政府起诉县政府是法治的进步 2014.10.13 傅国锋　林　慧　陈　石　李进文

评论 岳阳市广播电视台 从“小确幸”到“最幸福” 2014.11.2 欧阳松　骆辉雄　张利煌

评论 邵阳市广播电视台 莫让“公益”成“功利” 2014.11.18 黄兵权　刘力瑜　郑雪红　周　汉

新闻专题 湘潭市广播电视台 杨怀保的创业路 2014.12.21 赵　琴　陈友胜　唐　让　姚　先

新闻专题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公共频道
株洲职业教育发展启示录 2014.12.26 付　萱　叶爱平　刘　畅

新闻专题 岳阳电视台新闻频道 “四到所长”李满秋 2014.12.18 胡文辉　阳佳汐　邓赫石

新闻专题 衡阳市广播电视台 耒阳农村低保乱象 2014.7.24 宋　刚　甘娟娟

新闻专题 常德电视台新闻中心 汝城印象 2014.10.13 游　海　胡　蓉　龚　勋

社教专题 邵阳市广播电视台 画境“张三峰” 2014.9.16 彭立宪　谢国雄　苏美滋

纪录片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天地神舟 2014.2.24 陈武东　何毅超

广播电视文艺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广播文艺
常德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频道
桃花源里的歌声——杜美霜      2014.8.11 余　芳　张　开　唐序红

广播剧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交通音乐广播
油菜花开（四集） 2014.3.29 张蓉梅　尹颂军　王　亮

电视剧
湖南和光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
长沙保卫战 2014.12.15 集　体

电视广告信息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宣传片 长沙电视台经贸频道 湖湘阅读——名人篇 2014.12 于　超　杨智勇　邹　礼　胡　丹

公益广告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   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014.6.1 汪黎明

公益广告 岳阳市广播电视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4.8—12 向　前　徐　滔　严　祎

信息节目 长沙广播电视台 《水岸鹭影 长沙西湖》宣传片 2014.11.9 吴晓宏　陶　莹　黄　朕

信息节目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针灸传奇 2014.12.3 向彩铃　李　罡　张　馨

信息节目 怀化市广播电视台 玩酷·一个技术宅的理智与感情 2014.3.27 胡　尧　赵世琪　满　友　唐　瑜

报刊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刊发日期 主创人员

消息 邵阳城市报 留洋博士：愿代恩人报孝恩 2014.10.10 莫　杰　彭　湃

消息 洞庭之声报 岳阳建设湖南通向世界“出海大通道” 2014.10.17 沈　勇　任言志

通讯 娄底广播电视报 “寻找廖厂长”的故事 2014.9.29 罗锭远

通讯 株洲广播电视报
手指轻轻一点，看病不再麻烦——株洲老百
姓就医进入信息时代

2014.4.4 王小庆

播音主持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电视播音 岳阳市广播电视台 岳阳新闻 2014.11.2 廉　宇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特别节目 湘潭市广播电视台 整改在进行——电视问政（第三期） 2014.10.18 江明亮　张经石　黄佳奇　侯书石

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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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栏目 邵阳市广播电视台 讲句老实话
2014.5.16，

12.29
刘力瑜　苏美滋　何叶婷　陈玮璐 

栏目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八点开讲 2014.5.19，12.2 范　凯　胡宇科　刘　炜　盛　阳

栏目 衡阳市广播电视台 健康时空 2014.11.5 胡国凡　刘礼旻　刘　俐　王　振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社教专题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我能跟你回家吗之重庆故事 2014.10.21 李力铭　李越强　李　莉　傅文星

栏目 衡阳市广播电视台 民声面对面
2014.5.20，

12.20
邹斌初　伍峻极　肖　雄　梁丽芳

优秀栏目奖

创新奖

广播新闻、专题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短消息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新闻广播
“切糕王子”阿迪力捐万斤切糕送到鲁甸地
震灾区

2014.8.7 雷艳飞　彭　超

长消息 湘潭市广播电视台 湘潭市惩治“为官不为” 2014.11.25 夏　霞　郭立华　张　霓

长消息 娄底广播综合频道 农村学生娃吃上了放心餐 2014.12.24 黄　哲　康行佳　梁照斌

系列报道 慈利县广播电视台 最美创业青年 2014.9.5/11/18 柴丽莉　贺　惠　杜　婧

连续报道 衡阳人民广播电台 医疗垃圾追踪（三期） 2014.3.6—12 段永芳　陈向荣　华均平

评论 益阳市广播电视台 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要不得 2014.6.21 刘　丰　周　丹　曹泽民

新闻专题 慈利广播电视台 “百日阳光”让“富裕低保户”无处藏身 2014.10.9 杜登航　杜　婧

新闻专题
常德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频道
用大爱铺洒绿色邮路                2014.11.4 余　芳　尹　松　涂凯杰　唐序红 

社教专题
邵阳市广播电视台

交通频道
爱在传递:“青椒”和“肉丝”的故事 2014.10.12 王乐华　刘艳美　沈　娟　滕　凌

社教专题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广播新闻频道
潘尧生还债 2014.3.2 郭于琪　陈建新

新闻访谈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经济广播
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治霾行吗？ 2014.12.5 乔　志　陈　勇　胡宇科　沈志鹏

电视新闻、专题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短消息 湘潭市广播电视台 竹埠港治理显成效 省长亲身查验叹变化 2014.11.15 汤　俊　侯书石　夏锦冰

短消息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轨道交通驶入能源智能化时代 2014.5.18 陈　思　汤卓翰

短消息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新闻频道
中国地图竖起来了 2014.6.25 龙　波　向　熙　伍立新

短消息 永州市广播电视台 我市发出全省第一张“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2014.10.14 蒋军林　李志刚　孙治国

短消息 衡阳市广播电视台
我市首家“时间银行”成立探索社区互助养
老新模式

2014.6.17 王　宁　孙志杰

长消息 攸县电视台 用制度“铁笼”管紧农村“三资” 2014.12.26 刘艳春　刘建飞　谭立华

长消息 张家界市广播电视台 坚守在雷达站的“80”后 2014.2.13 高双志　欧安政　李　娜

长消息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新闻频道
高铁“黄金十字”助力长沙经济腾飞 2014.12.16 朱　莉　伍立新　孙宜静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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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长消息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政法频道
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被罚30亿元 2014.9.19 范　波　刘　维　崔希芳

长消息 益阳市广播电视台 涉农工程能否通过验收农民说了算 2014.10.14 李　征　李铬凡

长消息 怀化市广播电视台 怀化芷江首次对外公布日本投降原始视频 2014.7.7 田连友　张　继　滕　健 

长消息
邵阳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邵东：工业地产破解小微企业转型升级难题 2014.10.14 谢　晖　王　俊　呙　彦

长消息 华容县电视台 农机服务“华容模式”精准服务现代农业 2014.12.2 赵　良　戴可乐　谭则骏

长消息 娄底电视综合频道 “五代一包”模式  解农村“抛荒”难题 2014.10.27 周　义　王　欢　聂　曦

长消息 娄底电视台综合频道 健康快车进村来 2014.11.5 张　杰　田应发　严智驹

长消息 会同县广播电视台 会同：首开全省公众评访疑难信访积案先河 2014.7.2 陶伟强　李彦洁　李　静

长消息 怀化市广播电视台
中国超级稻亩产突破千公斤再创世界纪录   
袁隆平院士表示中国人有能力自己解决粮食
安全问题

2014.10.10 刘水华　滕　健　田连友

连续报道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各路菩萨热闹社区的背后 2014.05.09/12/16 佘卫武　陈　曼　崔希芳　范　凯

系列报道 湘西州广播电视台 扶贫启示录 2014.10.9—18 王庭甫　谭江南　张昌钧

系列报道
郴州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碧水的承诺》第一季·环东江湖行 2014.11.24—12.2 张春阳　朱　佳　朱阳辉　潘润豪

新闻访谈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无声”警察的故事 2014.10.19
游盟长　曾　倩　邢子钰　陈　怡
张卫明　李　成

科普节目 益阳市广播电视台 “黑白配”养殖经 2014.11.18 林　慧　李进文　晏　艳　邓　丽

新闻专题 宁乡县广播电视台 “飞地模式”助力工业新腾飞 2014.12.22 熊建华　王敬仁　喻冠男

新闻专题 益阳市广播电视台 农村酒席大操大办不可取 2014.4.20 蔡　亮　严　灿

新闻评论性
专题

邵阳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重生之路——邵阳1个月关闭退出65家小煤
矿调查

2014.2.20 李　亮　谢睿明　吴美艳

新闻专题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切糕王子：千里赈灾的背后是一颗感恩的心 2014.10.27 李越强　李　莉　刘　敏　吕鹏蛟

社教专题
常德市广播电视台

新闻频道
透析                                2014.10.20 龙　静　董　浩　刘清勇　吴　慧

社教专题 怀化市广播电视台 铭记69载的记忆 2014.3.28 石光辉　舒继军　吴　勇　张　波

社教专题 岳阳市广播电视台
烈士情怀永传承 ——记公田镇板桥村农村烈
士陵园

2014.12.6 李朝晖　方玉轶　刘君华

社教专题 张家界广播电视台 网客 2014.9.17 田　中　王小明　王　鹏　甄宏清

社教专题
岳阳电视台

公共频道新闻频道
情动深闺 2014.10.3 吴湘成　唐　欢　许　强

纪录片 怀化市广播电视台 寻访华夏飞山庙 2014.11.16 石光辉　李进军　龙　星　刘希铭

广播电视文艺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广播文艺 湘潭市广播电视台 父爱如山 2014.4.8
熊兴保　罗　利　郭立华　陈冠军
夏　霞

广播文艺 邵阳市广播电视台
泡桐花又开，恰似故人来——祁剧《焦裕
禄》

2014.12.29
曾　慧　邓　佳　尹俊博　
肖六文韬

音乐电视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我们是文明小使者 2014.5.22
游盟长　刁俊峰　邢子钰　肖燕萍 
李　罡　张卫明　陈　怡　黎雨恩 

文艺 石门县广播电视台 守望                         2014.12.17
陈　材　杨昌伟　马文学　王　林 
杨　沫　夏　凡　黄良民　张文娟

电视文艺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 谷韵吉首 2014.5.12 集　体

音乐电视 湘西州广播电视台 天堂里耶 2014.5.12 黄峻松　黄　涛　田明峰　施虹羽

真人秀节目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火线英雄 2014.12.10
陈武东　吴润清　唐　梁　胡艳龙
刘安柏　徐　源　周　雯　赵　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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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广告信息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宣传片 永州市广播电视台 晓了显火 2014.2.1 吕　哲　王　辉　文　霞

宣传片
娄底市广播电视台

综合频道
湾田形象宣传片 2014.10 周本力

宣传片 常德市广播电视台 “善德行”关爱特困家庭大型公益慈善活动 2014.9.10 张　卓　罗奥奥　曾　鹏

公益广告 郴州市广播电视台 记得爱 回报爱 2014.11.8 张　腾　廖邵兵　刘　磊

公益广告 慈利县广播电视台 不要让爱变成伤害 陶　红　唐云辉　

公益广告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不倒翁越界 2014.12 冯新智　于　超　杨志勇 

信息节目
益阳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品读益阳 2014.12 刘　科　杜　黎　胡向荣 

信息节目 邵阳市广播电视台 神秘湘西南  魅力新四驱 2014.7.1 邓觉平　高　扬　龙政宇

报刊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刊发日期 主创人员

消息 永州新报 零陵区与市民共享“区委大院” 2014.10.23 周　楠　爱　民

评论 娄底广播电视报 家和万事兴 2014.11.27 袁杰伟

系列报道 郴州新报 东江湖、翠江流域环境保护系列报道 2014.11.21 谭小华　蒋　礼

通讯 益阳城市报 村民自拟村规民约   倡议抵制铺张浪费 2014.6.24 单仕平

通讯 新视报
《民声面对面》谁点燃了这把“火”   揭秘
衡阳首档电视问政栏目台前幕后

2014.8.14 易明明　万泯君

播音主持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电视主持 邵阳市广播电视台 魅力邵阳 2014.5.3 李　侃

电视主持 郴州市广播电视台 电视问政 2014.9.11 谢　多

电视主持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政法频道
信念 2014.4.22 文　波

广播主持 怀化人民广播电台 小喇叭 2014.6.9 张　琳

广播主持 娄底人民广播电台 梁艺夜心情 2014.9.12 梁　艺 　

广播新闻、专题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短消息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广播新闻频道
世界首列超级电容有轨电车在株洲亮相 2014.5.28 周　萃 

短消息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新闻广播
长沙中院判罚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30亿
元

2014.9.19 黄　华　雷艳飞

短消息 益阳市广播电视台
南县腾出超标办公用房用于民生，把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落到实处

2014.4.22 周　丹　刘　丰　周　勋

短消息 湘西州广播电视台
全球首条150吨楼式干法制砂系统在我州投
产运营

2014.4.19 袁　泉　王　丹　宋　林

短消息 怀化人民广播电台 芷江首次公布日本向中国投降原始视频 2014.7.7 韦　瑶　郑小霞　李欣瑜

短消息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

综合广播
市长颁发第一张“三证合一”执照 2014.12.8 周　璐　吴　湘

短消息 衡阳人民广播电台 民警吉湘林飞身扑救纵火男子 2014.11.13 程向阳

长消息 桑植县广播电视台 七旬夫妇捐出15万出国旅游款助乡亲修路 2014.4.17 彭　杰　张　思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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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长消息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交通音乐广播
传统文化深扎根   淳风美德润家园 2014.7.15 汪发均　李向前　陈鹏

长消息
常德人民广播电台

交通频道
常德微善风   网络聚大爱             2014.12.6 刘连松　许　倩　杨晓娟

长消息 洪江区广播电视台 我的“私人订制” 2014.12.28 龙俐君　蒋青苓

长消息
邵阳广播电视台

交通频道
邵阳设立“婚姻缓冲区”  为“冲动型离
婚”踩一脚刹车

2014.7.3 刘艳美　周　韵　滕　凌

长消息
岳阳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频道
岳阳市党员进社区竞赛当五员活动走在全省
前列

2014.5.9 汤　英

长消息 衡阳人民广播电台 省长杜家毫为常宁广播“村村响”点赞 2014.5.28 谢治桂　陈　琳

系列报道
邵阳广播电视台

交通频道
向带血的GDP说“不”——邵阳落后小煤矿
关闭退出工作纪实

2014.7.3/12，8.6 刘艳美　周　韵　沈　娟　滕　凌

系列报道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

综合广播
百姓我的衣食父母 2014.5.1—3 罗小英　邓耀华　阳丽梅　欧阳烈

社教专题
常德人民广播电台

交通频道
数学世界的追梦少年      2014.12.20 刘连松　徐　瑛　吴俊贤

社教专题
岳阳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频道
我们真还离不开他 2014.11.28 廖　岚

科普节目
岳阳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频道
耕田乐翻天 2014.12.8 沈　琦

电视新闻、专题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短消息 湘潭市广播电视台 百岁老人拒办寿宴   唱山歌庆生 2014.7.27 江明亮　付　杰　张经石

短消息 攸县电视台
“小建议”解决“大民生”  攸县首创建议
办理新模式

2014.11.15 彭亮霞　姚艳祥 

短消息 张家界广播电视台 老人被困澧水河中  巡特警紧急救援 2014.10.29 代　鸥　王　鹏　唐小花

短消息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接访方式创新，家门口也能告“御状” 2014.6.24 张　欢　刘　维　文　琳

短消息 湘西州广播电视台 湘西机制砂引领全球生产新模式 2014.4.21 宋　林　向　珊

短消息 新田县广播电视台
设计“流转证”破解“融资难”——我县发
放全省首笔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2014.9.19 蒋军君

短消息 南岳区广播电视台 “空中天路”助力南岳旅游 2014.12.24  谭　雯　谢亚男

短消息 娄底电视综合频道 VAMA投产   刷新“世界”纪录 2014.6.6 杨　静　曾勰成　刘曼丽

短消息
邵阳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民工待工区：让进城务工人员有了落脚地 2014.8.7 谢　晖　李　琴　杨昌泉

短消息 麻阳县广播电视台 诚信抵押：我县5.2万户农民享受低息贷款 2014.3.28 张　蓉　黄　黎

长消息 湘潭市广播电视台 妇产科医生张尊潭上百本工作笔记留给后人 2014.4.22 楚　柳　陈智星　魏飒涤

长消息 炎陵县广播电视台
打通最后一公里：图书阅览室走进高速公路
服务区

2014.9.5 霍　强

长消息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新闻特写：雷暴下的训练 2014.7.21 曾　倩　李　成　李　罡

长消息 浏阳市广播电视台 小社区的“大锅饭” 2014.12.15 肖志高　陈　健　邹润春

长消息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新闻频道
“天河二号”获四连冠  五次问鼎世界超算
榜

2014.11.19 吴　丹　孙　健　伍立新

长消息 长沙县广播电视台
“青蛙宾馆”在金井镇生态保护型土地整治
项目中落户

2014.8.1 余　珺　唐枝花　余　涛

长消息 常德市广播电视台 善德之城暖流涌动    特困家庭被“爱”包围          2014.10.22 周　妮　单朝晖　敖建强

长消息 保靖县广播电视台 女儿，妈妈永远是你的脚 2014.12.22 刘源春　朱开朗　瞿晓华 

长消息 泸溪县广播电视台 新闻特写：老人上访户“息访记” 2014.6.16 唐宏萧　唐正海

长消息 洞口县广播电视台
网络监管“亮灯”   3亿惠农补贴一分不少给
农民

2014.12.17 林　宏　肖雅鬈　付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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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长消息 岳阳电视台新闻频道
奋力打造湖南通江达海的新增长极  岳阳：
加快推进“一区一港三口岸”建设    新常态
下追求新增长

2014.12.30 李铭虎　高　帅　向　磊

长消息 湘阴县电视台
你们的工作让我很有信心——刘延东考察调
研我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2014.11.24 周洪勇　张千帆　何晓君

长消息 新田县广播电视台 反贪斗士陈运周   两袖清风励后人 2014.8.3 蒋军君

长消息 东安县广播电视台
八旬钟挺华：创编“核心价值观演示操”进
校园

2014.11.6 张祖智　荣　燕　肖申军

长消息 衡阳市广播电视台 三代人与一缸水 2014.12.9 肖　雄　曹华华　全建军

长消息 祁阳县广播电视台 新观察：大户“抱团”种田也能赚“外汇” 2014.2.17 谭俊杰　陈小玲　刘继林

长消息
郴州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宜章：亮身份的公车“满月”之后 2014.3.17 王　莹　周子恭

长消息 双峰县广播电视台 一条索道连内外  猪养深山够环保 2014.12.1 谢　璐　刘郁鑫　郭海梧

长消息 中方县广播电视台 中方县近八万户农村居民拥有了家庭医生 2014.7.22 付　欣　陈　攀

长消息 怀化市广播电视台
怀化全面向乡镇简政放权   将37项行政审批
服务权整合下放到乡镇

2014.9.28 周海晏　毛　琴

系列报道 醴陵市广播电视台 家乡·记忆 2014.12.9/11/15 肖华林　易智强　滕洁 

连续报道 益阳市广播电视台 梓木洞村民下山记 2014.10.28 李国栋　刘道远

系列报道 永州市广播电视台 杨德裕：用痴情敲开移民的心门 2014.10.8—10 蒋军林　罗耀南　佘慧雄　胡宇迪

连续报道 衡阳县广播电视台 身边好人·刘丰收 2014.6.21—28 曾朝晖　李香莉　阳泽廷

连续报道 湘潭市广播电视台 贵州女子被拐14年   岳塘警方助一家团圆 2014.7.27 方　健　康　艳　李　俊　赵　琴

评论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全国假日办”撤销引发的讨论 2014.11.1 李越强　苏　庆　徐　扬　彭诗禹

新闻专题 醴陵市广播电视台 诚信故事：这个老爹有蛮拼 2014.11.14 陈雪球　肖华林　潘婷玉　陈明钰

新闻专题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新闻频道
不“健康”的健康证 2014.7.14 任　波　周　峻　邓　凡　肖　昱 

新闻专题 岳阳电视台新闻频道 文艺的力量 2014.11.20 赵　俊　罗　远　佘继强　易　欣

新闻专题 永州市广播电视台 乡村医师邓红兵 2014.3.12 管顺生　蒋卫民　伍时华　谭俊杰

新闻专题 衡阳市广播电视台 撕碎“毒网” 2014.9.15 周振飞　唐云龙

新闻专题 娄底电视公共频道 涟水作证 2014.6.15 罗　慧　付　文　王　健　朱姣媚

新闻专题
郴州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郴城地沟油去哪了？ 2014.3.28 袁俊杰　罗跃圆

社教专题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公共频道
耄耋教授的文化梦 2014.12.25 叶爱平　罗广荣　刘亚欢　言　勇

社教专题 慈利县广播电视台 守护天使 2014.12.18 杜登航　杜　婧　高　媛

社教专题 冷水江市广播电视台 追梦的女孩 2014.9.14 段　鹏　周　舟　罗　曦　任　平

社教专题 益阳市广播电视台 阴霾散尽是阳光 2014.4.27 鲁　丹　李麟麒　曹水平

纪录片 凤凰县广播电视台 山那边的孩子 2014.12.8 唐金生　曹　凡

纪录片 衡东县广播电视台 两百年的帅府麻糖 2014.11.5 刘志坚　候毅强　王　峥　刘慧玲

广播电视文艺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广播文艺
常德人民广播电台

交通频道
听鼓书 数风流                     2014.11.5 刘连松　徐　瑛　张　芳　汪雨萌

广播文艺 沅陵县广播电视台 考验（方言阳戏） 2014.8.15
孙　智　陈　璐　雷　亚　李　宏
 刘纯意

广播剧 龙山县广播电视台 迟到的新郎 2014.12.24 李文文　陈丽辉　舒　畅　刘能朴

广播剧 永州市广播电视台 余劳模交班记 2014.2.13/14 童　琳　戴　琳　宋建云

广播剧 衡阳人民广播电台 红手印（四集） 2014.12.15 —18 唐西湖　谢治桂　段永芳　陈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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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电视文艺 益阳市广播电视台 “颂清廉、迎新年”廉政诗文颂读会 2014.9.1
黄永康　杨　炯　曹　军　李　毅
熊　俐　杜　黎

电视文艺 邵阳市广播电视台 大寨·乡愁 2014.12.5
曾伟子　邓觉平　阮明湘　阮少波 
龙政宇

电视文艺 岳阳电视台公共频道 情满潇湘 2014.10.1—10 周泽柱　艾传林　姚　平　刘军晖

电视文艺 娄底电视综合频道 湖南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文艺表演 2014.9.20
彭永忠　邹建乔　王秀风　彭继华
谢暑光　王秋风　周本力　罗安平

电视短剧 张家界广播电视台 坏爸爸 好爸爸 2014.9.25
伍　侃　石乙贝　向　静　张晓芬 
屈玉田 

真人秀节目 衡东县广播电视台 我们玩去吧 2014.9.20
陈　健　宁　洪　陈永忠　廖　晗
邓阿贵　董　超 

电视广告信息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宣传片 衡阳市广播电视台 老子与道德经宣传片 2014.9.4—25 何林森　颜娟玲　张舒伟

宣传片 岳阳电视台新闻频道 幸福的岳阳   幸福的城市 2014.11—12 刘　涛　朱湘勇　荣　辉 

宣传片 永州市广播电视台 潇湘丽人宣传片之仙女篇 2014.5—10 罗剑君　蒋永为　黄孟姣

公益广告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点点和滴滴 2014.7.10 高一歌　曹龙武　李羽辰

公益广告 益阳市广播电视台 母亲节 2014.5.1—11 卜　晟

公益广告
娄底市广播电视台

综合频道
扶贫公益广告 2014.8 周本力　王丽梅

商业广告 常德电视台新闻频道 德山大曲小德酒 2014.3—9 卢　驰　胡海峰

信息节目 怀化市广播电视台 亲近自然   松堡之家 2014.5.28 李　洁　蒲星臣　刘思航　罗　辉  

信息节目 湘潭电视台新闻频道 城中宝塔 2014.3.6 张　婧　黄彬彦　郑乾周　许　晴

信息节目
株洲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技能天下 2014.4.26 孙　岱　刁俊峰　陈旭东　谢　喆 

报刊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刊发日期 主创人员

通讯 长沙广播电视报 《烈火雄心》打造热血真男儿 2014.1.10 黄时中（史臻）、罗　西

通讯 边城报 即将消失的村庄 2014.7.13 向　微　姚　静

通讯 怀化广播电视报
金 秋 九 月 下 扬 州 —— 怀 化 “ 慈 善 励 志
班”200学子扬州求学侧记

2014.9.26 皮秋生　黄　莉　蒋　萍

通讯 邵阳城市报
苗乡“最美家庭”：夫妻俩各传承一项“非
遗”

2014.11.25 唐天喜

通讯 洞庭之声报
“指尖上的小丽”：“我想把剪纸卖到国外
去”

2014.11.17 仇玉姣

通讯 常德民生报 阿里木江在常德的幸福生活 2014.12.31 刘先军　郭妮　李子旦　何梦黎

通讯 株洲广播电视报
株 洲 的 哥 学 英 语 ， 以 后 张 口 就 能
“welcome”

2014.6.6 魏　朋

播音主持
体裁 参评单位 标   题 播出时间 主创人员

电视播音 常德市广播电视台 常德新闻联播 2014.7.2 姚　龙

电视主持 邵阳市广播电视台 讲句老实话 2014.5.5 邓　帅

广播主持 邵阳人民广播电台 邵阳好人 2014.10.3 戴　珺

电视播音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株洲新闻联播 2014.1.15 何　湘

广播主持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国家记忆——株洲抗日老兵传奇 2014.10.22 周华英

广播主持 湘西州广播电视台 新闻大碗茶 2014.8.3 杨　芮

电视播音 益阳市广播电视台 益阳新闻联播 2014.10.9 姜　谢

 2014年度“湖南广播电视奖”获奖作品目录 潇湘声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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