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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颁奖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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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查看
第十三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颁奖晚会回顾

金鹰三十，
迎风而砺
第十三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
杜家毫李屹为获奖者颁奖，
李微微乌兰等出席
本报长沙讯 18 日晚上，第十三届
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颁奖晚会暨闭幕式
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书记
杜家毫，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李屹
为获奖者颁奖，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胡孝汉，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副局长朱咏雷，中国文联副
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中国视协
名誉主席赵化勇，省领导乌兰、张剑飞、
冯毅、张宏森、刘莲玉、谢卫江出席。
今年的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恰逢
第 30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和湖南电视 50
周年。颁奖晚会以“金鹰三十·迎风而
砺”为主题，创新推出了国风文艺节目

演绎、创意音乐讲演秀等环节，致敬经
典电视作品和电视人。随着晚会的进
行，第 30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各大奖项也
逐一揭晓。任达华获得最佳男演员奖，
童瑶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王一博获得观
众喜爱的男演员奖，赵丽颖获得观众喜
爱的女演员奖，
《外交风云》摘得最佳电
视剧、最佳编剧两项大奖，最佳导演奖
则由《大江大河》导演孔笙捧得。此外，
《亚洲文化嘉年华》
《同心战“疫”
》荣获
评委会特别推荐作品，
《永生不忘》荣获
最佳音乐（原创主题歌曲）奖，荆冲凭借
《长安十二时辰》荣获最佳摄影奖，
《中
国出了个毛泽东》
《但是还有书籍》等两

部纪录片荣获最佳电视纪录片奖，
《丝
路传奇》荣获最佳电视动画片奖，
《江苏
卫视 2019—2020 跨年演唱会》荣获最佳
电视综艺节目奖，
《大江大河》
《长安十
二时辰》
《破冰行动》
《知否知否应是绿
肥红瘦》
《小欢喜》
《共产党人刘少奇》
《都挺好》等 7 部电视剧获评优秀电视剧
奖。李保田、陈铎、刘效礼荣获“中国文
联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荣誉称号。
晚会开始前，杜家毫会见了李屹一
行，双方就加快湖南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发展、进一步擦亮金鹰电视艺术节品
牌等深入交换意见。
湖南日报记者贺佳 周帙恒 李婷婷

加快体育强省和健康湖南建设步伐
杜家毫许达哲与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
局长苟仲文座谈
本报长沙讯 10 月 16 日至 18 日，国家体育总局
党组书记、局长苟仲文来湘调研。其间，省委书记
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长沙与苟仲文
一行座谈，就进一步推动我省体育事业发展深入交
换意见。
省领导张剑飞、谢卫江参加座谈或陪同调研。
座谈中，杜家毫欢迎苟仲文一行来湘。他说，近
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展，全省上下
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方面形成了浓厚氛围。体育
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展示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平台。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快体育强省和健康湖
南建设步伐，补齐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大力发展
竞技体育，深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加快推进体育产
业融合发展，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我省3名个人1个组织
获
“全国脱贫攻坚奖”

需要。希望国家体育总局在体育设施建设、体育赛事
申办、体育人才培养等方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湖南，
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苟 仲 文 说 ，湖 南 群 众 体 育 基 础 坚 实 ，全 民 健 身
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具备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经验
与优势。国家体育总局将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竞
技体育人才培养、体育赛事申办等方面给予湖南大
力支持，共同为体育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在湘期间，苟仲文一行先后赴长沙、韶山、邵阳等
地，调研我省群众体育、校园体育开展情况和省体操
队、省攀岩队训练情况，了解湖南体育场馆建设和产
业发展现状，并出席在邵阳举行的 2020 年全国女子举
重锦标赛暨东京奥运会模拟赛。
湖南日报记者周帙恒 王亮

第三届进博会
4800多名志愿者线上宣誓

本报长沙讯 18 日，记者从省扶贫办获悉，10
月 17 日，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脱贫攻
坚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召开。我省设分会场同
步组织收看。大会对获得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的个人和组织进行了表彰，我省 3 名个人和 1 个组
织获得表彰。
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的《2020 年
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工作方案》，全国脱贫攻坚
奖设奋进奖、贡献奖、奉献奖、创新奖和组织创新
奖。今年，我省推荐的浏阳市达浒镇村民李忠国获
奋进奖，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小红
（女）获奉献奖，安化县委原常委、副县长（挂职）陈灿
平获创新奖，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创新打造“节
目+扶贫”模式，打造主流媒体参与消费扶贫的“湖南
样本”
，获得组织创新奖。
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活动，由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实施。去年，我省推荐的湖南七
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淑亭获奋进奖，益阳
市桃江县扶贫办主任胡喜明获贡献奖，湖南万樟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祖治获奉献奖，宜章县获组织
创新奖。
湖南日报记者奉永成 通讯员彭亮瑜

据新华社电 4800 多名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志愿者 18 日在沪宣誓上岗，其中在进博会举办
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现场有近 500 名青年志
愿者代表参加宣誓仪式，4300 余名进博会志愿者通
过互联网参加了“在线宣誓”。
为了优质高效地兼顾进博会的举办和新冠肺炎
疫情常态化防控，今年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专门制
定了志愿者疫情防控专项方案，确保进博会志愿者
在做好自身防疫的同时，协助落实进博会期间各项
防疫工作。
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邬斌介绍，
截至目前，
第三
届进博会已招募 4844 名志愿者，
志愿者将完成基础培
训、重点培训和岗位实训等。在这 4800 多人中，曾经
参与往届进博会志愿服务的共 671 人，曾有过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经历的志愿者有 871 人。全体志
愿者中，
2000年及以后出生的志愿者占一半以上。
据介绍，将有 3700 多名志愿者服务于现场引导
咨询、联络接待、新闻宣传、展会注册、迎送保障、数
据统计、行政保障、医疗应急救援、防疫健康宣传等
岗位。其中防疫健康宣传岗是今年为妥善做好疫情
防控新设的志愿者岗位。

10 月 18 日，第 30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各大奖项在长沙揭晓,李保田、陈铎、刘效礼（从左至右）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
术家奖”。
图/郭立亮

致敬

围绕
“三十”
主题讲述人生之路

金鹰奖已经走过了 30 届。金
鹰三十，迎风而砺，就像爬山，一些
演员仍在奋力攀登，一些演员则成
为了中坚力量，还有一些演员选择
再次进发。
颁奖晚会现场，演员陶虹、王
凯、谭松韵等携手献上音乐讲演秀，
围绕“三十”主题讲述演员的人生之
路，在演绎人生辽阔的同时，也致敬
了走过三十年风云的金鹰奖。

颁奖

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部分获奖名单
最佳电视剧

任达华斩获最佳男演员奖

本届颁奖晚会在开颁奖环节也
做到了推陈出新，围绕新老几代电
视人“迎风前行，循梦而往”，以“前
浪”+“后浪”的代际组合，展现岁月
传。倪萍、张凯丽、林永健、蔡国庆、
宋佳等嘉宾亮相，联手为金鹰奖获
奖嘉宾进行开奖与颁奖仪式。
凭借电视剧《大江大河》斩获最
佳导演的孔笙表示，
“我水性没那么
好，
大江大河也不是我一个人游过去
的，
我能够获奖，
是演员、
编剧等等工
作人员组成的船，
载着我过河。
”
颁奖礼现场，
《大江大河》的演

声音

《外交风云》

本届金鹰节颁奖晚会出席嘉
宾，不仅有诸多国民演员、热门明
星，还有不少国乐继承人，尽显礼
仪之邦风度。晚会最后，作为我国
首批电视文艺工作者代表的陈铎，
带领新一代杰出文艺青年刘宇宁、
阿云嘎，压轴献唱经典曲目《我的
祖国》，情到浓时，晚会嘉宾同台大
合唱。
记者周诗浩

员王凯与童瑶，为孔笙准备了一个
佩戴“最佳客串奖”红幅的导演人
偶。王凯笑着说，
“孔导喜欢在自己
的作品里客串各种角色，我们觉得
他还应该获得一座‘最佳客串奖’
。”
演员童瑶也凭借《大江大河》斩
获了最佳女演员奖，童瑶表示，
“我
第一次来金鹰节，就获得了这个沉
甸甸的奖项，特别激动……感谢金
鹰节给我的肯定，
我会继续努力。
”
任达华因演绎《澳门人家》中的
饼店手艺人梁鼎文，捧起了本届金
鹰节的最佳男演员奖。记者周诗浩

观众的喜爱，
是奋斗不止的动力

最佳编剧
马继红（
《外交风云》
）
最佳导演
孔笙 （
《大江大河》
）
最佳女演员
童瑶 （
《大江大河》
）
最佳男演员
任达华（
《澳门人家》
）
观众喜爱男演员
王一博
观众喜爱女演员
赵丽颖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
李保田、陈铎、刘效礼

作为本届金鹰节最受关注的奖
项，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也在晚
会最后揭晓。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
花落赵丽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则
由王一博摘得。
赵丽颖发表获奖感言时，感谢
了大家的支持、肯定和厚爱，
“ 上次
来金鹰节是 4 年前，如今站在这里
还是很亲切，金鹰奖见证了我的成
长，我希望能一直被观众喜爱，也希
望更多演员被观众喜爱。
”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丽颖表
示，
“每一个奖项的获得都是观众给
予演员的肯定和鼓励，观众对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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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喜爱，应该是演员们继续表演
更多优秀角色的动力。
”
王一博在谈到获奖感言时表
示：
“我是金鹰奖的新朋友王一
博 ，我 拿 的 是 观 众 喜 爱 的 男 演 员
奖。接下来，我会更加努力，用努
力 和 一 些 运 气 ，让 自 己 更 配 得 起
这个奖。”
颁发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
术家奖，成为了整场颁奖礼最隆重
的时刻。当李保田、陈铎、刘效礼这
三位中国电视人走上舞台时，台下
的嘉宾和演员起立为之鼓掌。
记者周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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