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云南网络正能量“五个一百”征集展播活动入选作品 

100 篇网络正能量动漫音视频精品 

（对 1—37 号作品进行展播） 

序号 作品标题 首发平台 

1 COP15系列主题歌曲《地球妈妈》动画 MV版 “掌上春城”APP 

2 阿佤人民唱响新时代幸福之歌 “云南发布”微信公众号 

3 计划休眠千年的种子，还能唤醒么？ 人民日报客户端云南频道 

4 《山歌唱给最美的你·再唱山歌给党听》MV “学习强国”云南学习平台 

5 《聂耳和国歌的故事》音乐微电影 云视网 

6 云南抗疫有多难 云南网 

7 
新华社记者说｜“洋记者”眼中的“小康中

国” 
新华社客户端 

8 
【三八节特别策划】独家照片讲述张桂梅芳

华故事 
新华网 

9 #小象宝同名单曲 MV上线#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网 

10 让我们拥抱你“河南”，原创歌曲「我愿」！ “丽江醉乡民谣”抖音号 

11 
向党的生日献礼！云南一分钟·百年沧桑巨

变 

“云南发布”微信公众号、 云

南网 

12 一场穿越百年的对话 云南网 

13 奋力绘就阿佤山美丽新画卷 新华社客户端 

14 网聚 COP15·《我家云南》系列短视频 云南网 

15 父子接力守护雪山精灵 人民网云南频道 

16 
相拥 COP15 相约春城 《这里是昆明》MV精

彩上线 
云南网 

17 云南十二时辰 “都市时报”视频号 

18 【多样星球】国风绝色里的多样云南 
“云南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

号 

19 和光同春 云南广播电视台吉祥网 

20 绘说雨林 “昆视传媒”微信公众号 



21 
7月 7日，云南瑞丽，当他脱下防护服的瞬

间，“破防”了！ 
“新闻快报”抖音号 

22 COP15裸眼 3D公益宣传片《大象又“来了”！》 “昆视传媒”微信公众号 

23 云南这百年 人民日报客户端 

24 

【“功勋党员”张桂梅特别报道】——《榜

样张桂梅的榜样，是谁？》《党员张桂梅的

话》 

新华网 

25 谣言粉碎机 昆明信息港 

26 身边的多样性 “宝藏”篆新市场 
《昆明日报》短视频平台——

“春城有意思”视频号 

27 
超燃！云南日报联动全国党媒上线原创 Rap

《信仰的光》 
云报客户端 

28 老张这一年 新华社客户端 

29 
片长 17分钟，但这对英烈父子值得你看到最

后…… 
“云南警方”微信公众号 

30 倾听自然 “七彩云端”APP 

31 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脚 云视网 

32 
儿媳背着百岁婆婆做核酸 “不给国家添麻

烦” 
“新闻快报”抖音号 

33 “手绘聂耳和国歌的故事”系列微动画 “玉溪日报”微信公众号 

34 这里是云南 “云上融媒”快手号 

35 
直播丨边关月·家国情 云南日报 13小时不

间断直播守边人的中秋节 
云报客户端 

36 
动新闻 | “浴火女孩” 唐敏 11年终圆高考

梦 
“开屏新闻”客户端 

37 《春城之邀》短视频 “无线昆明”APP 

38 
全新昆明城市形象宣传片《春天在哪里？昆

明告诉你》 
“无线昆明”APP 

39 
“只要肯努力，残疾人一样能彰显自己的价

值” 
人民网 

40 德昂族女盛装 央视网 

41 笺书三题 “云南监狱”微信公众号 

42 COP15丨沧源：植物“活化石”——桫椤 “沧源七彩云”App 



43 普法系列动画 昆明信息港 

44 
“传承•启航”腾冲市第 37个教师节活动微

电影 
“腾冲教育”微信公众号 

45 农民街反扒 rap了解一下！ “隆阳警方”微信公众号 

46 
昆明市垃圾分类公益歌曲《美好春城 分类同

行》 
昆明信息港 

47 
2021年“新时代青少年命题”系列短片《五

华青年说》 
昆明信息港 

48 辅警“国庆”在一个人警务室的升旗仪式 “云南警方”微信公众号 

49 独龙族孩子感党恩——唱支山歌给党听 “贡山发布”微信公众号 

50 
命运之变，美好之期—西双版纳曼班三队沧

海变桑田 
“云南发布”微信公众号 

51 党旗下的嚷喀帕 “学习强国”云南学习平台 

52 生命的守护 新华网云南频道 

53 警哥警嫂原创歌曲《昆明》为 COP15添彩 “昆明五华警方”微信公众号 

54 普者黑花脸节宣传片 《火》 “云上普者黑”网站 

55 
视频丨沧源边境村老支书为什么要给总书记

写信？ 
云报客户端 

56 《杞麓湖的呐喊》系列专题片（共 8集） “清风云南”微信公众号 

57 云南瑞丽值得被所有人看见 “日新路工作室”视频号 

58 
云南“独臂铁人”王家超：想把铁人三项作

为终生事业 
中国新闻网 

59 嗨！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手机台 

60 张桂梅希望学生快快长大来接班 央视新闻频道、央视新闻 

61 【多样星球】蓝花楹——昆明诗意栖息 云视网 

62 山水权益 
“芒市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

号 

63 
【微纪录·云南故事】滩地管理员——守护

洱海的那一抹橙 
新华网 

64 
走进乡村看小康丨这个边境乡村有了哪些变

化？村民有话说 
央视新闻频道、央视新闻 

65 灯火里的云南流光溢彩 “都市时报”视频号 



66 
“世界花园”里的“美丽致富路”——乡村

振兴看云南 
新华网 

67 感动！云南 78岁奶奶人工呼吸唤醒爷爷 “春满隆阳”微博视频号 

68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云南这样建 云南网 

69 了不起的逆行者 “青春能投人”微信公众号 

70 我们还记得 “云南监狱”微信公众号 

71 校园本该是彩色的 昆明信息港 

72 
在云南江川，它是这样全力奔向你的：一支

新冠疫苗的配送之旅 
“江川发布”微信公众号 

73 界务员 
哔哩哔哩“bili_30519463459”

账号 

74 【云视理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庄严宣告 云视网 

75 《云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宣传动漫 云南网 

76 
特别策划·湖泊革命丨视频解读：什么是湖

泊革命？ 
云报客户端 

77 禄丰“办不成事”服务窗口 帮您办成事 新华社 APP县闻荟萃 

78 
光“芒”人生——云南省科技特派员尼章光

的芒果事业 
“科技彩云南”微信公众号 

79 第二个家 “中国铜业”微信公众号 

80 前行，是最好的纪念 “云南警方”微信公众号 

81 
感恩沾益守夜人，向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你

们点赞！ 
“七彩云端”APP 

82 
首支原创 rap单曲《刚毅坚卓的师大人》MV

燃爆了！ 
“云南师范大学”微信公众号 

83 一次飞行 ——12000颗心的安全守护 “七彩空港 YAG”微信公众号 

84 结缘 
七彩云端 APP“哇家玉溪七彩

云” 

85 最靓的仔！双柏 95后青年跳水救人 楚雄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 

86 

#我是党员我在现场 #cop15 最远步行 20、

30公里……走进哀牢山，看看绿孔雀巡护员

的工作日常 

“云岭先锋”抖音号 

87 林下三七种植技术的秘密 "云南农业大学"微信公众号 

https://space.bilibili.com/1475735387


88 生态宜居 美丽石林 “石林融媒”微信公众号 

89 
《我家昆明这五年之飞阅春城》系列航拍视

频 
“掌上春城”App 

90 民族之声传习语 “七彩云端”APP 

91 圆梦 “学习强国”云南学习平台 

92 党的女儿——初心.信念.卓行 
今日头条 、新华网 、学习强

国 

93 
绿春儿女用哈尼语“唱支山歌给党听”（MV）,

庆祝建党 100周年，超好听！！！ 

“绿春县融媒体中心”微信公

众号 

94 楚大扩容工程跨成昆铁路特大桥转体桥转体 “云南交投”视频号 

95 
李兴仁：1947年在龙海山找到了部队“云南

人民讨蒋自救军”  
“云上曲靖”抖音号 

96 
“我是一颗小小石榴籽！”——滇藏“鸿雁

传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学习强国”云南学习平台 

97 传承，驰而不息 “云南交投”视频号 

98 视频丨英雄的瑞丽 云报客户端 

99 
【云视理论】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

气 底气 
云视网 

100 老司机带带我！COP15版本 云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