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金铭 男，39岁，重庆广电集团融媒
体新闻中心高级记者。从事新闻工作13年
来，扎根基层，采写了约3000篇新闻稿件。
1月26日，他随重庆支援湖北医疗队前往湖
北孝感，采访抗击新冠肺炎阻击战，驻守前

线两个多月，是在湖北坚守阵地时间最长
的重庆媒体记者之一。2016 年参与“逐梦
他乡重庆人”大型融媒体报道，前往非洲五
国，在枪炮掩护下采访众多重庆人的奋斗
历程。2013 年参与“感知中国 穿越新丝
路——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媒体特别行
动”，从重庆出发，自驾前往德国，在一万多
公里行程中，报道中欧班列（渝新欧），为建
设“一带一路”作出突出贡献。

他获得重庆新闻奖31项，其中一等奖15
项、二等奖11项、三等奖5项。获得重庆新闻
奖一等奖的代表作品有《代表访谈：走进北京
演播间 代表谈报告说体会》《小男孩驾童车
高速路骑行 路遇记者冒险施救》《石桥铺赛
博数码广场凌晨突发特大火灾》等。2017年，
在中国记协组织的全国新闻界第四届“好记
者讲好故事”活动中，获得优胜选手称号。

刘勇 男，50 岁，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财富频道）首席记者，从事新闻工作23年，
采写发表了上万篇稿件。他热爱新闻事
业，采写了大量财经类独家和深度报道。
他的作品《海外渝股的涅槃之路：再造价

值》获第十九届重庆新闻奖报纸通讯一等
奖，为首篇反映海外渝股群体生存深度调
查，获各界好评；《23.85亿元 嘉士伯入主
重啤》获第十四届重庆新闻奖（消息）一等
奖，系反映该事件最深入的报道。另有 7
篇报道分获重庆新闻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他作为专家型记者，从 2009 年起编制
权威客观的《渝股财富报告》，见证重庆资
本市场和民营经济成长。策划组织并报道
的大型公益活动“走进重庆上市公司”“收
藏鉴宝”以及股民免费法律援助等，受到市
民欢迎。他多次获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先进
个人及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在媒体融合
方面，他与时俱进，同时作为新媒体记者，
提供大量独家有价值的稿件，包括图片、视
频等。疫情期间深入上市公司采写报道，
提振投资者信心。

王蓉 女，44岁，重报都市传媒集团慢
新闻频道副总监。从事新闻工作20年，她采
编了上千篇新闻稿件，作品曾获重庆新闻奖
一等奖4次，二等奖3次，三等奖5次；赵超构
新闻奖一等奖2次，二等奖2次。其中，2019

年采写的新闻通讯《上甘岭英雄自愿护林40
年》《79年情书只为一人赋》分别获第二十三
届重庆新闻一等奖、三等奖。曾获得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17 年重庆晚报创立慢新闻时，已任
中干5年的王蓉带头回到采访一线。在其
担任重庆晚报慢新闻采访团队负责人期
间，策划了上百件有感染力、传播力、接地
气的新闻深度报道。每年，慢新闻十余篇
深度报道全网阅读量过亿，其率先发掘的
先进人物杨雪峰被授予公安部一级英模，
与“背篓夫妻”一起被评为“感动重庆十大
人物”；首发的《88岁拾荒校长捐百万助学》
中的校长吴定富登上了中国好人榜。2019
年，重庆晚报慢新闻获第二十二届重庆新
闻奖（专栏）一等奖，以及中国晚协首届融
媒体奖（新媒体品牌栏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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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黄琪奥）11
月 8日是第二十一个中国记者节。11月4
日，市委宣传部、市记协举行重庆新闻界庆
祝第二十一个中国记者节座谈会暨重庆市
第七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首场巡讲，会上
表彰了一批获奖作品和先进个人，并揭晓
了第十一届重庆市“十佳新闻工作者”获奖
名单。

会议通报表彰了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
第十六届长江韬奋奖重庆获奖作品和个人，
第二十三届重庆新闻奖“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 宣传重庆好新闻奖”、第二十
三届重庆新闻奖获奖作品，第十一届重庆市

“十佳新闻工作者”获奖个人，并向获奖代表
颁发荣誉证书。重庆有7件新闻作品获得
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其中，重庆日报报业
集团旗下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融合创
新作品《2019对话1949：时代变了 初心未
变》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华龙网集团总裁、
总编辑周秋含获评长江韬奋奖（韬奋系
列）。54件作品入选第二十三届重庆新闻
奖“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宣传重
庆好新闻奖”；353件作品获第二十三届重
庆新闻奖；陈钧、王蓉、熊远树、刘勇、连新
民、郭金铭、陈臣、佘振芳、丁政义、李小华等
10人获第十一届重庆市“十佳新闻工作者”

称号。
座谈会上，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代

表、华龙网编导冯珊，第十六届长江韬奋奖
获得者、华龙网总裁、总编辑周秋含，第二十
三届重庆新闻奖获奖代表、重庆广电集团融
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刘恋，第十一届重庆市

“十佳新闻工作者”代表、重庆日报经济新闻
部副主任陈钧分别发言，分享了各自的获奖
心得和工作体会。

会前，还举行了重庆市第七届“好记者
讲好故事”首场巡讲。重庆日报记者谢智
强、华龙网记者周盈、重庆广电集团融媒体
新闻中心记者连新民、南岸区融媒体中心记

者杨明威、巴南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侯玉玲、
石柱县新闻中心记者游凤，分别从勇敢逆行
投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汛抗洪一线，决
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等方面，讲述了
忠实践行“四力”的生动故事和在工作中的
所见所思所想。

当天，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还举办了重庆
新闻界第五届迷你马拉松赛、趣味嘉年华等
活动。11月7日，重庆卫视播出了市第七届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专辑。11月8
日晚，主城区解放碑商圈、两江四岸主要楼
群大屏打出记者节祝福语，向全市新闻工作
者致敬问好。

重庆举行庆祝第二十一个中国记者节座谈会等系列活动

我市一批优秀新闻记者和作品获表彰

陈钧 男，39 岁，重庆日报经济新闻部
副主任。从事新闻工作16年，他采写了1万
余篇新闻稿件，其中《抗疫一线的那些党员
们》《重庆主城首批患者治愈出院》等战疫一
线报道鼓舞了一线医护人员士气、坚定了重

庆人民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决心；《“陆海新
通道”背后的重庆探索》《长江经济带海关区
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正式启动》等报道展现了
重庆积极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举措和行动；
邢家桥社区老旧小区改造系列报道，更是成
为重庆乃至全国基层治理的典型案例，助推
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当选2019 年感动重庆
十大人物。

他采写的《“陆海新通道”背后的重庆探
索》获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昌元
化工力压美国百年老店 掌握全球高锰酸钾
定价权》获第二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全球首款工业物联网SIP芯片在渝诞生》获
第十九届重庆新闻奖一等奖等大小奖项 30
余个。他还多次被评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优
秀新闻工作者，从 2017 年至 2019 年，连续 3
年被评为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佘振芳 女，38岁，中共党员，华龙网首
席记者，从事新闻工作 14 年。她政治立场
坚定，踏实敬业，多年来奋战在采编一线，
推出了一大批影响力与可读性兼具的新闻
佳作。多次被评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优秀

新闻工作者，参与策划报道的作品分别获
得中国新闻奖三等奖，重庆新闻奖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等。其中，《微纪录丨
时隔 47 年的两场追悼会》获得第二十九
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山河已无恙 英
雄魂可归——送烈士回家传承红色基因》

《见证盛典这一刻丨刚刚，“魅力重庆”彩
车亮相天安门 展现重庆新时代面貌》获得
第二十三届重庆新闻奖一等奖，《H5丨40年
时光馆：岁月不老，共期未来》《创意视频丨
这份答卷我写了许久 只为你回眸一“效”》
获得第二十二届重庆新闻奖一等奖，《2016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推动成渝城市
群建设 抒写川渝合作新篇章》获第二十届
重庆新闻奖一等奖。她疫情期间主创的《重
庆：待春暖花开，我们再看车水马龙》在全国
刷屏，在海外华人群广为传播。

李小华 男，39岁，石柱广播电视台新
闻部记者。从事新闻工作15年，他始终坚
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踏实敬业，长期深入基
层，扎根一线，关注民生，把镜头对准基层
民生和重大项目建设，采写了反映基层民

生的新闻稿件3000余篇，每年在中央级和
省级媒体用稿超过100篇。代表作品有《全
球第二大页岩气田在重庆建成》，用全球的
视野观察重庆页岩气，助推了页岩气“重庆
新名片”的形成；作品《循着习近平总书记
的足迹》让大家看到土家群众生活的新变
化，展现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取得的成
效。作品《杨德碧：19年坚守 赡养亡夫前
妻的父母》获第十五届重庆新闻奖（广播电
视）二等奖；作品《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
破 我国页岩气开发走进“中国道路”》获
第十八届重庆新闻奖（电视消息）一等奖；
作品《全球第二大页岩气田在重庆建成》获
第十九届重庆新闻奖（电视消息）一等奖；
作品《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获第二
十三届重庆新闻奖（电视专题）一等奖。
（本栏图片均由记者谢智强摄/视觉重庆）

丁政义 男，47 岁，渝中区融媒体中心
主任、总编辑，从事新闻工作 27 年，在工作
中始终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扎根一
线，深入基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连
续 70 余天坚守工作岗位，深入核酸检测实

验室等疫情防控最前沿带回生动现场报
道。8月19日，主城迎来重庆历史上罕见的
特大洪水，他主动深入防汛救灾一线，策划
采编了大量融媒体新闻作品。他积极投入、
创新开展媒体融合工作，渝中区融媒体中心
在全市率先组建全媒体采访部、并率先开辟
区县报二维码阅读、获得全市首批“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被评为“2019 年度重
庆市报业融合创新先进单位”。渝中媒体
融合“七融”工作经验得到市领导批示肯
定，在全市推广。其担任主创和参与创作
的作品先后获得国家、省、市各级奖励。创
作完成了重庆首部为22位在世文化名家立
传的 21 集高清电视纪录片《文化名人在渝
中》。作品《蔡美歧：带着盲人“看”世界》《致
敬好人与善同行》《世纪刻痕》等获得重庆新
闻奖一等奖。

第十一届重庆市“十佳新闻工作者”简介

□本报记者 颜若雯

9月上旬的一个晚上，
荣昌区安富街道石燕子社
区，贫困户李玉建的儿子李
俊钚回到家里，看到餐桌上
摆着一盘热气腾腾的蒜薹炒
肉，心里暖洋洋的。

桌上的菜是市人大代表、荣昌区安富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龙英帮忙择洗的，李玉建家的冰箱里也时常放满陈龙英
买来的食材。“如今，在陈阿姨的帮助下，我们家一年一个大
变化，日子越来越好了。”李俊钚感激地说。

2017年夏天，陈龙英成为李玉建一家的帮扶责任人。
当时，李玉建因脚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李俊钚正面临升
学，李俊钚的奶奶突发疾病住进了ICU，几乎没有存款的一
家人陷入困境。

陈龙英作为帮扶责任人，首先帮助其争取了3.5万元国
家改建房屋补贴，让李玉建家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此后，
她又不断为李玉建推荐岗位，最终为他找到一份保安工
作。李俊钚如愿考上上海海洋大学，背后也有陈龙英在填
写志愿方面的指导。

这几年，陈龙英经常上门讲解医保政策，为一家人加油
打气。此外，陈龙英还经常为李玉建家购置生活小物品，就
连李玉建家门前的小院也是她帮忙翻修，种上了三角梅、栀
子花，让这个家充满了生机。

在陈龙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记录了街道所有贫困
家庭人员的基本情况及扶贫政策落实情况。她多次在街道
组织召开专题研判会，为贫困户脱贫出谋划策、精准施策，
街道每户贫困户的脱贫路径都在会上反复讨论。正是在这
样的精心帮扶下，李玉建一家才有了如今的新面貌。

市人大代表、荣昌区安富街道党工委书记陈龙英：

帮助贫困户家庭
“一年一个大变化”

最美人大代表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 月 8 日，WAHIN 华
凌·2020重庆女子半程马拉松赛在南滨路鸣枪开跑。
4800名女子跑马爱好者云集于此，享受着跑步带来的快乐。

作为重庆体育界的传统赛事，此次重庆女子半马由重
庆市体育局指导，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据介绍，该赛事
自2015年创办以来一直很受欢迎，开赛当年就被中国田协
破格吸收为马拉松委员会会员，2016年升级为中国田协铜
牌赛事，2017年升级为银牌赛事，2019年，该赛事荣获中
国田径协会金牌赛事认证，今年4月，该赛事被评为世界田
径铜标赛事。

因防疫防控要求，WAHIN华凌·2020重庆女子半马
线下赛仅限4800名重庆本地/本地常住人员居住半年以上
的选手参加，设半程组、10公里跑、迷你跑三个组别。

当天上午8点，随着一声发令枪响，4800名女性跑友们
如同离弦之箭般冲过起点，向终点冲刺。经过激烈的角逐，
张艳以1小时22分57秒获得半程组冠军，兰霞、叶瑞分别以
1小时23分37秒、1小时24分27秒获得二三名。十公里组
冠军由曾英获得，成绩为40分52秒，许力刈、杨茜美子分别
获得二三名，成绩分别为41分14秒、41分41秒。

“虽然这次创造了我个人的最好成绩，但还是没能达成
我赛前的目标，我会继续努力，争取在明年女子半马中取得
更好的成绩。”张艳说，现在还是一名大学生的她练习跑步
已经有4年的时间，几乎每周都会跑一个半程。

2020重庆女子
半程马拉松赛激情开跑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1月7日，重庆市原创音乐
版权孵化中心授牌（展演）暨重庆版权大讲堂开讲仪式在南
岸区龙门浩老街龙门剧场举行，这标志着重庆首个原创音
乐版权孵化中心正式成立。

在市版权局指导下，华龙网集团携手酷豆音乐、拍手影
视成立重庆市原创音乐版权孵化中心，并在南岸区设立了
重庆艺术版权孵化中心实践基地，这是我市主流网络媒体
整合全市原创音乐人等人才资源、打通艺术版权交易流通
环节的一项务实创新举措。

重庆市原创音乐版权孵化中心将在原创音乐版权确权
登记、授权运营、维权服务等方面为原创音乐人提供全面周
到的支持与保障，并推动我市优秀原创音乐作品规模化标
准化生产，促进交易平台透明化，激发数字音乐原创动力。

当天，重庆艺术版权孵化中心实践基地正式落户南岸
区南滨路文化产业园。南岸区将以实践基地为纽带，经常
性开展版权知识培训，提升园区企业版权保护意识，为园区
企业提供版权登记、版权质押贷款等服务。

为增强市民版权保护意识，市版权局指导华龙网集团与
重庆恩菲斯（中德方科）软件有限公司联合推出重庆版权大
讲堂。该讲堂每月举办1期，首届计划连续举办12期，将邀
请业界专家学者等人士就版权保护法律法规、版权授权运营
与开发、版权产业发展与模式创新等话题进行专题讲解。讲
堂内容将通过华龙网等网络媒体以视频方式多渠道传播。

接下来，重庆市原创音乐版权孵化中心、重庆艺术版权
孵化中心实践基地将打通音乐、艺术等领域版权产业上下
游链条，推动原创与市场深度融合，带动原创音乐作品迸发
创新创造活力。

重庆首个原创音乐版权
孵化中心成立
重庆版权大讲堂同步启动

11月8日，2020重庆女子半程马拉松赛在南滨路进行。
记者 卢越 摄/视觉重庆

熊远树 男，50 岁，重庆晨报副总编
辑。从事新闻工作25年半，他采写了3000多
篇新闻稿件。其中，通讯《贫困村“第一书记”
的五个“一”》是2016年启动打赢脱贫攻坚战
以来，重庆最早关注驻村“第一书记”这个群

体的，深度报道了驻村“第一书记”帮助困难
群众增收致富的温暖故事。策划并采写的

“陆海新通道”特别报道，联动西部七省区市
主流媒体聚焦“陆海新通道”，在8家媒体同步
亮相，形成同频共振，仅新媒体传播阅读量就
超过2亿人次。

指导记者采写的《一诺千金！他为战友母
亲当儿子二十年》获得2011年中国新闻奖通讯
类二等奖；策划并编辑的《周克华被击毙号外》
获得2012年中国新闻奖通讯类三等奖。采写的

《贫困村“第一书记”的五个“一”》获得第二十届
重庆新闻奖报纸通讯一等奖；策划并采写的“陆
海新通道”的特别报道《西部兄弟齐携手 共筑
开放新通道》获得第二十三届重庆新闻奖通讯
与深度报道二等奖；策划并采写的《共和国记
忆》获得第二十三届重庆新闻奖通讯与深度报
道二等奖。

连新民 男，37岁，重庆广播电视集团融
媒体新闻中心时政新闻部主任记者，从事新闻
工作12年。1月26日，他逆行前往湖北孝感，
成为第一批、也是在湖北疫情防控一线坚守时
间最长的重庆媒体记者之一。两个多月时间

里，他制作的视频新闻超过90条，其中单条新
闻全网总点击量最高达580万次。《孩子不哭
妈妈打完病毒就回来》《党旗下的庄严宣誓》等
报道，极大增强了渝鄂两地人民联手战胜疫情
的决心和信心。

他扎根新闻一线，参与多项国内外重大
新闻事件报道。2015 年尼泊尔 8.1 级大地
震、2010 年青海玉树 7.1 级地震和上海世博
会，都留下了他采访报道的身影。截至目
前，他获得重庆新闻奖25项，其中一等奖11
项，一等奖代表作品有《保护卧佛》《英雄试
飞员“八一勋章”的背后》《荣昌小伙儿见义
勇为 为救人右腿截肢》《重庆T3航站楼通
航直播》《中国政府医疗队驰援尼泊尔特别
报道》等。此外，他还注重经验总结和理论
提升，到目前为止公开发表新闻专业论文达
20篇。

陈臣 男，44 岁，重庆广播电视集团广
播交通频率记者、主持人，从事新闻工作22
年，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重庆市新闻奖等一等奖、
二等奖作品50多件；全国百优节目主持人、

2017年重庆市先进工作者。在天源化工厂氯
气泄露、5.12地震、7.17洪水、成渝高铁通车、
重庆机场T3航站楼开通等重大事件中担任采
访、直播工作。擅长对突发和民生事件的把
控和传递正确的舆论力量，采写的民生新闻
始终保持温度和锐度。

近两年两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作品《陈臣访
谈——生命没有终点》获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
广播访谈节目二等奖，《全国首家共享单车倒
闭，重庆悟空单车退出市场——共享单车高速
发展下的困局》获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广播
评论三等奖。策划组织的独家报道《开县到重
庆800里生死营救》，用新闻直播报道的方式集
合多支社会力量为年轻的大学生争取生命救援
的时间，而事件中的参与者出租车驾驶员鄢代
平更通过陈臣的新闻报道被人熟知和敬佩，评
为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