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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届重庆市“十佳新闻工作者”简介

吴国红，女，52岁，
中共党员，重庆日报文体卫教
中心常务副主任，从事新闻工
作30年。

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忠
诚于党的新闻事业；恪守新闻
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谦虚待
人，热心帮助年轻记者，多次获
评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年度优秀
新闻工作者。

吴国红主编的《寻找湮灭
的名字》获第二十六届中国新
闻奖三等奖，参与主创的《抗
击埃博拉》获第二十六届中国
新闻奖三等奖，采写的《一个
乡村文学社30年的坚守》获第
二十一届重庆新闻奖一等
奖。近年来，该同志克服所在
部门人手不足等诸多困难，带
领团队每年完成一个“重走”
主题系列报道，使之成为重庆
日报文化报道品牌，其中《重
走古诗路 思君下渝州》获第
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重走古盐道 感受新变化》获
第二十届重庆新闻奖一等奖。

刘春燕，女，42 岁，
重庆晚报深度报道部主任，从
事新闻工作19年。

2016 年底重庆晚报创立
慢新闻时，已任中干11年的刘
春燕就任深度报道部主任，带
头回到采访一线，深入悬崖攀
爬、高腐尸体解剖、嫌疑人抓
捕等采访现场，两年来采写了
近50篇深度报道，《40℃高温，
绑在摩托车上的八旬老人
两个残疾孩子在等他》等多篇
稿件全网阅读量过亿。

自从 2017 年从事深度报
道采写工作以来，刘春燕的
作品获第二十一届重庆新闻
奖（报纸通讯类）一等奖2个、
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1 个；获
2017 年度赵超构新闻奖特等
奖 1 个、二等奖 2 个；获 2017
年度重庆网信办精品工程二
等奖 1 个。刘春燕本人被评
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2017 年
度优秀新闻工作者、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都市报集团 2017
年度先进个人。

聂晶，女，42 岁，中共
党员，重庆晨报文体新闻部副
主任，从事新闻工作20年。

该同志踏实敬业，多年来
在记者、夜班编辑等多个岗位
上展现出对新闻事业的忠诚与
热爱，即使是家属身患绝症、多
次病危时仍坚持奋战在夜班第
一线。

聂晶擅长文化报道，是重
庆唯一采访过柏林、戛纳、威尼
斯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的记
者，她的稿件多次被国内外媒
体转载，采写的通讯《莫怀戚，
去天堂散步慢些走》获第十八
届重庆新闻奖一等奖。

该同志目前既是重庆晨报
文体部的负责人，又是上游新
闻文体频道的负责人，是媒体
融合发展的践行者。她多次获
得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先进个
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8
年10月代表重庆新闻界参加全
国第五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
动选拔赛，获得“优秀选手”称
号。

刘颜，女，31 岁，华龙
网新闻中心副主管，从事新闻
工作9年。

该 同 志 选 题 工 作 能 力
强，策划了上百件有感染力、
传播力的新闻专题。其中，作
品《“只要用心调就有解”——
重庆观音桥街道老马工作室
的群众故事》获第二十五届中
国新闻奖二等奖，获重庆新闻
奖一等奖；作品《穿越直播重
返 70 年前英雄之城》获第二
十六届中国新闻奖（网页设
计）一等奖，获重庆新闻奖一
等奖，这是重庆媒体第一次独
立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实现了零的突破。此外，她
采写的作品多次获得重庆新
闻奖。

顺应媒体融合发展，刘颜
充分运用新技术创新媒体传
播方式，带领团队打磨精品，
推出了大量彰显重庆特色、有
态度、有温度、有深度的融媒
体作品，弘扬了正能量，壮大
了主流舆论阵地。

张松涛，男，40 岁，
上游新闻综合新闻编辑中心
主任，从事新闻工作19年。

该同志牢记新闻舆论
工作职责使命，把理想信念
和职业精神融入日常工作，
获得重庆新闻奖10余次、中
国新闻奖1次，曾被市委宣
传部评为大型主题宣传活
动先进个人。

张松涛拥有丰富的媒
体从业经验，曾多次参与
战 役 性 大 型 新 闻 报 道 。
2015 年他成为上游新闻主
创人员之一，为推动上游
新闻从无到有、由弱到强，
作出了突出贡献。目前，
上游新闻已成为国内较有
影响力的新闻客户端。张
松涛带领团队锐意创新，
使上游新闻内容品质大幅
提升，在党的十九大、全国
两会、重庆两会、智博会等
重大战役报道上，取得了
报道速度、发稿数量、新闻
质量俱佳的好成绩。

孙爽，女，39岁，中
共党员，重庆广电集团（总
台）广播都市频率记者、主持
人，从事新闻工作19年。

该同志基本功扎实，曾担
任新闻、娱乐、文化艺术、互动
帮扶、谈话等多种类型节目的
采编播工作。她的报道风格
兼具女性细腻与新闻评论犀
利辛辣于一体，创新意识强，
尝试采用了多种新闻报道手
法，其作品涵盖系列报道、消
息、专题、访谈、社教、播音主
持等多个类别。

孙爽创作的作品及本人
先后获得近60项专业奖励，
如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中国
金话筒作品提名奖、全国创
新金牌主持人称号等，在北
京和上海举办的全国创新大
赛中分获银奖和创新奖，获
第二届重庆市广播电视“十
佳播音员主持人”称号，多次
获得重庆新闻奖、重庆广播
影视奖。

11月7日，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工作者
协会召开市新闻界庆祝第十九个中国记者
节座谈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鸣出
席会议并讲话。

据悉，在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第十
五届长江韬奋奖评选中，我市共有9件作品

和1名个人获奖，其中，华龙网报送的专栏
《百姓故事》和网络专题《绝壁上的“天路”》
两件作品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重庆广
电集团（总台）韩咏秋荣获长江韬奋奖。

张鸣向全市新闻工作者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祝福。他说，一年来，在市委的高

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全市新闻战线紧紧
围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这条主线，紧扣全市中心工作，打了不少
硬仗、漂亮仗，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他要
求，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守正创新、增强“四力”，不
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为新时代重庆改革发展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

据重庆日报

我市新闻界庆祝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座谈会举行

杨涛，男，41岁，中共
党员，重庆广电集团（总台）融
媒体新闻中心时政新闻部时
政组副组长，从事新闻工作
18年。

该同志一直怀揣“初心”
追求新闻理想，以“工匠”精
神要求自己，潜心钻研新闻
业务，在采访实践中结合专
业理论知识，总结出“三段
式”时政新闻采制流程，有效
应对时政新闻常有的抢发状
况，保证了播出安全。杨涛
总 结 的“ 小 力 臂 运 动 拍 摄
法”，改善了运动拍摄的平滑
度问题，因其高质量、易学
习，在市级、区县级电视台及
部分省级电视台中得到推广
运用，受到好评。

多年来，该同志带领协调
团队圆满完成了全市重要政
务活动和时政新闻报道，其
作品获得第十七届、第二十
一届重庆新闻奖一等奖及多
项省部级新闻奖。

谭博治，男，33 岁，
中 共 党 员 ，重 庆 广 电 集 团
（总 台）融 媒 体 新 闻 中 心 社
会新闻部记者，从事新闻工
作 10 年。

该同志对党的新闻事业
满腔热忱，始终保持着奋勇争
先的工作干劲，每年采制新闻
作品 300 件左右，在整个采编
团队中名列前茅。先后6次被
评为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先
进个人，被评为 2015-2017 年
度重庆广电集团（总台）优秀
共产党员。

谭博治扎根基层，关注民
生，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采制的不少新闻作品起到了
通达社情民意和疏导公众情
绪的积极作用，其作品《请问
办证哪里去 工商指向代办
点》《记者调查：致命的海洋宝
宝》获得重庆新闻奖一等奖，
另有多件新闻作品获得重庆
新闻奖二、三等奖和重庆广播
电视优秀作品奖。

董莎莎，女，33 岁，
中共党员，当代党员杂志社编
辑、记者，从事新闻工作7年。

该同志多次深入开州区大
进镇、城口县沿河乡等深度贫
困乡镇蹲点采访，采编了大批

“沾泥土”“冒热气”“带露珠”的
优秀作品。对党忠诚、业绩突
出，当选为重庆市第五次党代
会代表。

董莎莎先后获得重庆新
闻奖、全国党刊奖等各类奖项
35 件次。其中，通讯《党建促
脱贫的“大进”之道》获第二十
一届重庆新闻奖一等奖，《新
长征路上的城口人》获“长征
路上奔小康”2016年重庆全媒
体“走转改”采访活动二等奖；
参与采写的“特别策划”《重庆
基层党建创新探索》《搬出大
山路更宽》分别获第十六届、
第十七届重庆新闻奖一等奖；
组合报道《指尖上的党建》获
2015 年度全国党刊好作品奖
一等奖。

刘佳，女，38岁，中
共党员，九龙报社专职编委，
从事新闻工作15年。

该同志爱岗敬业，以高
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长期
坚守在新闻采编第一线。她
先后在《九龙 60 分》《九龙
报》《九龙坡新闻》等媒体任
新闻编辑，熟悉报网台、新媒
体的采编流程。在一系列重
大新闻的策划编辑中，刘佳
运用自身艺术专业的特长，
打破固有思维模式，积极创
新，不断推进媒体融合发
展。她参与制作的《英雄机
长刘传健》独家追踪报道，在
国内获得强烈反响；原创的
微视频《我是雷锋》综合采用
图文、视频、动画等形式，踏
出了区县媒体融合的第一
步，《区县头条》等市级公众
平台竞相转发。

刘佳采编的新闻作品多
次获得重庆新闻奖，连续 3
年获评九龙坡区先进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