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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题规划

（第二批）

序号 片名 申报机构

1 《最牵挂的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蒙古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中国：美丽之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灯塔》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月背之上：中国探月工程巡礼》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中国话》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智能时代》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十年逐梦路》 上海广播电视台等

9 《加油！新时代》 中广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

10 《青春之我（第二季）》 中广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

11 《一枝清瘦竹》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集团）

12 《先锋》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集团）

13 《中国梦 365 个故事》 北京广播电视台

14 《北京中轴线》 北京广播电视台

15 《长城长》 北京广播电视台

16 《认识你真好》 北京广播电视台

17 《青春•致未来》 北京广播电视台

18 《人艺的传承》 北京广播电视台

19 《苍生大医》 天津广播电视台

20 《武林志》 天津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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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大运河过天津》 天津广播电视台

22 《大河之北第二季：世界文化遗产》 河北广播电视台

23 《美丽高岭塞罕坝》 河北广播电视台

24 《吕梁山上》 山西广播电视台

25 《乡村故事》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6 《逐梦草原》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7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辽宁广播电视台

28 《天下沃土》 吉林广播电视台

29 《松花江》 吉林广播电视台

30
《 为 了 新 中 国 — — 黑 龙 江

1945-1949》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31 《大飞机·序章》 上海广播电视台

32 《何以中国》 上海广播电视台

33 《叶尔羌河》 上海广播电视台

34 《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
上海广播电视台、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35 《中国创世神话》 上海广播电视台

36 《永远的行走：与中国相遇》 上海广播电视台

37 《连接世界的中国湿地》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38 《沿着运河看中国》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39 《扬子风华》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40 《26 县纪事》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41 《了不起的乡村》 安徽广播电视台

42 《江河安澜 绿水青山带笑颜》 安徽广播电视台

43 《碳减排行动派》 安徽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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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欧班列 乘风破浪正当时》 安徽广播电视台

45 《田野之上》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46 《知行田野·科特派》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47 《闽宁纪事 2022》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48 《星火》 江西广播电视台

49 《江豚归来》 南昌市广播电视台

50 《大泰山》 山东广播电视台

51 《大河之洲》 山东广播电视台

52 《此水此山此地》 山东广播电视台

53 《大河流日夜》 山东广播电视台

54 《中华豫剧》 河南广播电视台

55 《青山有梦》 河南广播电视台

56 《麦子》 河南广播电视台

57 《神农架密码》 湖北广播电视台

58 《春风又绿江南岸》 湖北广播电视台

59 《重回长江的麋鹿》 湖北广播电视台

60 《中医战疫纪实》 湖北广播电视台

61 《刘长珍进城》 宜昌三峡广播电视台

62 《奔向共同富裕》 湖南广播电视台

63 《十年》 湖南广播电视台

64 《足迹》 湖南广播电视台

65 《十个梦》 湖南广播电视台

66 《同心圆》 广西广播电视台

67 《西部陆海新通道》 广西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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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遇见好书》 广西广播电视台

69 《走进香港制造》 广东广播电视台

70 《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广播电视台

71 《铁路弯弯》 广州广播电视台

72 《嗨！十年》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73 《又见三星堆》 四川广播电视台

74 《力洛的心愿》 四川广播电视台

75 《新家园》 贵州广播电视台

76 《一江清水向东流》 贵州广播电视台

77
《绿色旗舰•乡村振兴——贵州

乡村文化旅游纪实》
贵州广播电视台

78 《高黎贡山：一个国家公园的诞生》 云南广播电视台

79 《滇南本草》 云南广播电视台

80 《友谊之路》 云南广播电视台

81 《三江并流——世界遗产》 云南广播电视台

82 《中华文明的早晨》 陕西广播电视台

83 《斯诺，未竟之路》 陕西广播电视台

84 《净土》 甘肃广播电视台

85 《青春宣言》 甘肃广播电视台

86 《祁连山》 甘肃广播电视台

87 《闪亮的坐标》 青海广播电视台

88 《路上十年》 新疆广播电视台

89 《山河新疆（第三季）》 新疆广播电视台

90 《乐享冰雪》 新疆广播电视台

91 《天山》 新疆广播电视台



5

92 《课本里的红色经典》 中国教育电视台

93 《乡村振兴正当时》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94 《中国百镇》
时代天泽（北京）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95 《共产党员的力量》
同丽和朋友们（北京）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96 《阿姨海云》
北京三多堂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97 《路向西藏》 北京意如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98 《白羽毛飞起来》
北京同道真实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99 《土地 我们的故事》
北京三多堂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100 《百年巨匠》科技篇（第一季）
百年巨匠（北京）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101 《海阔天高》
国广子行传媒（北京）

有限公司

102 《江村纪事》 南京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

103 《手艺人 2》 浙江新蓝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104 《苏东坡》 浙文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5 《水让我重生》
杭州何乐不为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106 《让蜂飞》
杭州镜之南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

107 《青瓷》
云栖博悟(杭州)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108 《数智之道》
云栖博悟（杭州）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109 《红色银行之苏维埃国家银行》
江西慈文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110 《朱鹮的传说》 河南良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11 《闪耀的平凡·青春接力》
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

有限公司

112 《华夏湿地》 重庆崖柏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113 《中华秦岭》
西安东狮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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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大唐帝陵Ⅱ》
陕西数字新媒体艺术

有限公司

115 《南梁星火》 兰州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

116 《人在“疆湖”》 新疆雅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