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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春走基层” 活动增强“四力”优秀作品目录

序号 题　　目 作　　者 刊 播 单 位 体　裁 推送单位

1 “新春走基层　报告春消息”系列报道 集体 河北日报 消息

2
“新春走基层　从热销年货看供给侧改革”系
列报道

集体 河北日报 通讯

3 一列“绿皮车”　京承两地情 李建成　陈宝云 河北日报 通讯

4 张铁兵“走村串棚”拜大年 马　路　焦　磊 河北日报 消息

5 一条“协同”路　串起好风景 解丽达　庞　博　张　亮 河北日报 通讯

河北日报
报业集团

6 祥富里:春节社区看变化　齐心同乐幸福年 张文敏　郑中辉　董亚青 河北卫视 电视消息

7
延崇高速建设者:坚守一线加油干　拼在项
目迎冬奥

金　哲　张玉平　郭保华 河北卫视 电视消息

8
李保国科技扶贫服务队:接过“接力棒”传承
“太行新愚公”精神

张　蔚　孙兴廷　李永倩　辛文博 河北卫视 电视消息

9 《太行深处兄弟连》第二季:冰与火之歌 曹　力 河北综合频率 广播专题

10 扶贫村里的新春日记 王　谦　赫振贤 河北综合频率 广播消息

11 回家喽! 2019春运大幕今日开启 集体 新媒体平台 移动直播

河北广播
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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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作　　者 刊 播 单 位 体　裁 推送单位

12 阜平骆驼湾村:集体经济铺就村民致富路 胥文燕　陈学涛
河北经济日报
及新媒体平台

媒体融合作品

13 范广义:永葆心中那抹“橘红” 刘志琳 新媒体平台 媒体融合作品

14
超燃! 唐山《今夜无眠》快闪重磅来袭　这一
刻,我们用歌声祝福祖国!

张光明　邢　丁　金宗明　杨雨熹
杜宇昕　冯　喆　闫　航

新媒体平台 短视频

长城新媒体
集团

15 “新春走基层·我的春节故事”系列报道 集体 燕赵都市报 系列报道 燕赵都市报

16 《2019新春走基层》专题
陈红梅　高　薇　许　岩　齐媛媛
杨培培　吕若汐　吕　熠　赵新宇

河北新闻网 专题 河北新闻网

17 点赞! 石家庄90后女护士街头跪地救人 张　青　张晓明 共产党员网 通讯
共产党员
杂志社

18 工会夜校点亮农民工“新生活” 孙广军　屈关顺　董佳佳 河北工人报 通讯 河北工人报

19 追梦2019·河北平凡英雄大拜年
张曲波　张亚微　崔华瑞　朱　珠
张　瑶

河北青年报及
新媒体平台

媒体融合报道 河北青年报

20 七旬老太把春节过成“诗” 史　娜 河北科技报 通讯 河北科技报

21 电力巡线员:跋涉山水间　守护万家光明
吴　刚　崔荣明　冯　云　王　曦
高智斌　王　博　韩玮玮　王黎明

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电视专题

22 喜庆祥和迎新春 荣震翰　张　震　董永博　张晓峰 石家庄日报 消息

23 井陉“第一村”的二次改革 王小青　黄　成　高　伟　张晓超 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广播消息

石家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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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作　　者 刊 播 单 位 体　裁 推送单位

24 谁是王文卓? 魏　民 张家口晚报 通讯

25 喜看新变化　逐梦再出发
马佳琦　赵婧男　耿　俊　梁　涛
李小永

张家口日报 新闻摄影

26 驻村工作组与村民喜迎新春
王　胜　庞冬娟　温智慧　袁国文
张　敏

张家口
广播电视台

电视消息

张家口市

27 最美“火焰蓝” 张佳婕　周丽蕴　徐　薇　尉晓勇
王　晶　李　爽　陈　钊

承德广播电视台 电视专题

28 环保战线上的兄弟连
吴　娜　张　帆　王　峥　丁　然
陈晓波　曾　鹏　黄　威　孙丽佳

承德广播电视台 电视消息

29 2019年新春记者走基层一线写真
承德日报新闻采访中心、
新闻编辑中心、摄影部

承德日报 系列报道

承德市

30 星火闪耀的年味儿 史　娜 秦皇岛日报 通讯

31 寒风中的工作者
刘　磊　刘　震　崔　佳　汪　晨
刘　悦　王震军　魏燕桥　马维军

秦皇岛市
广播电视台

广播系列报道

32 牛头崖大集:逛大集购年货　欢喜过大年 蔺　丽　郎友峰　李　伟
北戴河区

广播电视台
电视消息

秦皇岛市

33 《2019春运·温暖回家路》特别报道
王丽群　洪　棣　杨　娜　刘　珊
陈福利　陈小芳　刘　冉

唐山广播电视台 系列报道

34 正月十五闹花灯　南湖灯会真热闹 张　宁　赵　雪 唐山广播电视台 广播消息

35
我市开展2019年“安全带回家祥和过大年”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张　宁　董文君 唐山广播电视台 广播消息

唐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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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作　　者 刊 播 单 位 体　裁 推送单位

36 “键”字如面:移动车管更便民 刘　飞 廊坊日报 消息

37 北京医生在廊坊　守护百姓健康 侯　壮　张玉娟　陈　健　吴　培 廊坊广播电视台 电视消息

38
第五届京津冀中华大庙会让游客欢天喜地庆
新年

史长承　赵永辉　王　兴 香河广播电视台 电视消息

廊坊市

39 马小亮:让千万家庭尽享团圆滋味 罗　达　杨怡如 保定广播电视台 电视消息

40 铁路幕后英雄23年坚守春节一线 刘向真 唐尧网 通讯

41 陪伴温暖老人心 刘　霞 保定日报 特写

保定市

42 农民工麻阳14年的“回家记忆” 周　洋 沧州日报 通讯

43 让爱温暖残疾人的回家路
孙琳琳　丁　萍　贾玉龙　刘　阳
王　镇　郭　萌　王国政　刘　勇

沧州广播电视台 电视消息

44 彩带斗雪庆新春　铿锵锣鼓奏吉祥
徐　丽　庞　莉　田　瑶　刘　杰
张治谋　田　博　董铭汉　张钰婷

沧县广播电视台 广播消息

沧州市

45 给农村失能特困人员一个温暖的家 杜　将 衡水晚报 通讯

46 “懒汉”脱贫记
李永星　封　苗　张乃国　杜　美
黄晓凯

衡水广播电视台 电视消息

47 周窝放灯呢,赶紧来看看 赵宏超　桑凤凤　朱鹏飞　郭永杰 武强县广播电视台 现场直播

衡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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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　　目 作　　者 刊 播 单 位 体　裁 推送单位

48 两千名供电人在岗　守护那一抹光亮
王雪峰　薛建辉　乔继昌　闫伟平
侯广达　李国东　郭向阳　汪　雷

邢台广播电视台 电视消息

49 一副好春联　一年好景致 刘东甲　杜　明 牛城晚报 通讯

50 在邢台·过大年
霍晶晶　闫利敏　周晓庆　何亚楠
张振朝　田龙彪　倪陆浩　景梦真

邢台网 媒体融合作品

邢台市

51 勇担当舍我其谁　逐梦想奋斗以成 常生军　李海涛　耿　昕　李　磊 邯郸日报 通讯

52 千人齐劳动　同追幸福梦
林振轩　杨洪发　韩敬全　武素花
王国胜

邯郸广播电视台 电视消息

53 广平:精彩非遗赶新春庙会
李清波　李艳梅　李　丹　杨兵丽
张怀国　张瑞利　李建魁

广平县广播电视台 电视消息

邯郸市

54 创业照亮人生梦想 程文昭 定州日报 通讯 定州市

55 幸福长“韭”过大年 房晓坤　王　鹏　尹　微　赵康宁 辛集市融媒体中心 电视消息 辛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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