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教函〔2017〕21 号 

 
关于“2017 年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系列大赛活动” 

成果展示的通知 
  

各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各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社区教

育实验中心、基地等相关单位： 

为促进社区教育内涵发展，加强社区教育创新教学模式体验，

引领社区居民通过网络学习互动、线下体验交流，展示学习成果，

促进共享合作，进而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与生活品质。教育部

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依托 i-实验室举办了 2017年社区教育实验项

目系列大赛活动。 

系列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了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

实验中心、基地和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等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广泛

关注。经过初审及专家评审，最终确定出各项大赛活动的评选结果，

特此予以表彰。 

 

附件： 

1.第四届“穿着的诗书礼乐”全国社区服饰大赛获奖名单 

    2.第三届全国“书香中国 全民‘i-阅读’”征文大赛获奖名单 

    3.第三届“厨神在民间”全国社区美食烹饪大赛获奖名单 

    4.第二届全国“手动之情 镂空之美”社区剪纸比赛获奖名单 

    5.“中国精神”—全国社区第三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获奖名单 

    6.首届全国“i-彩灯”创意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主动公开  2017年 11月 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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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四届“穿着的诗书礼乐”全国社区服饰大赛获奖名单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优秀奖（50名）： 

1．《时装》                          曹  晶 

2．《中国古典》                      胡莹莹 

3．《装扮生活点亮希望》              黄春红 

4．《衬衫》                          潘  强 

5．《情系唐朝牡丹》                  邵惠钧 

6．《连衣裙》                        宋乐乐 

7．《旗袍》                          苏  畅 

8．《清爽的小女孩》                  王晓东 

9．《泡泡袖衣裙》                    肖  岩 

10．《最炫民族风》                   杨  雪 

11.《孩子，衣服舒适最重要》         赵  晶 

12．《草帽的故事》                   程涛矩 

13．《旗袍的文化魅力》               石  凌 

14．《蒙古情》                       王艳平 

15．《万马奔腾》                     胥  培 

16．《旗袍秀》                       万春波 

17．《穿在身上的祝福》               方  园 

18．《 “穿不够”的衣服》            计惠玲 

19．《宝贝成长》                     杨  杨 

20．《穿在身上的旋律》               朱金玲 

21．《风情万种》                     张富康 

22．《7＋1＝成功》                   肖金兰 

23．《美丽社区飘来“七仙女”》        王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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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贤之魅》                        俞菊妹 

25．《幸福满溢》                      贺佩娟 

26．《风情万种，优雅气质没法挡》      季金珍 

27．《白》                            童  敏 

28．《家的味道》                      姜永新 

29．《巴黎孟夏》                      王晓丹 

30．《锦袍雅韵》                      陈利民 

31．《低调的奢华》                    吴新晨 盛文琦 

32．《旗袍的魅力》                    马翠英 

33．《环保旗袍》                      戴国莲 

34．《飘逸的汉服》                    刘硕楠 

35．《水墨青漾》                      郑  艺 

36.《绿梦》                          马晓辉 

37．《江南韵版画情》                  张玉良 

38．《瀛洲风情》                      刘韶珍 

39．《花样年华》                      王立莲 

40．《青花瓷》                        童月华 

41．《云堂姐妹花》                    陈胜利 

42．《汉服之美》                      方丹花 

43．《云裳》                          郭晓燕 

44．《四个小故事》                    吴玲玲 

45．《田园牧歌》                      金龙华 

46．《旗袍韵》                        高  吟 

47．《夏之魅力》                      尤世珍 

48．《热情从容》                      郑燕燕 

49．《复古女式手衣》                  徐惠郎 

50．《蝶恋花》                        薛业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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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三届全国“书香中国全民‘i-阅读’”征文大赛获奖名单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一等奖（30名）： 

1. 赵梓博《少年也要怀揣梦想》   东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2. 倪宇虹《海明威和他笔下的硬汉子性格的塑造—读<老人与海>》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3. 李子燕《永不衰老的美》       长春市榆树燕窝书馆 

4. 东海龙《唤起人性的本真—曹文轩<草房子>读后》 

长春市榆树市总工会 

5. 马洪波《温暖的遇见—读曹文轩的<草房子>》 

长春市榆树燕窝书馆 

6. 杨昶頔《人性的光环—读<草房子>有感》 

长春市榆树燕窝书馆 

7. 杨  淇《美丽的温暖—读<草房子>有感》 

长春市榆树燕窝书馆 

8. 蔺欣然《爱的力量—读<草房子>有感》    长春市榆树燕窝书馆 

9. 高雪婷《<了不起的盖茨比>读后感》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10.李孜涵《<了不起的盖茨比>读后感》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11.马欣雨《读<你的生命只剩 24小时>有感》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12.孙成林《读<人类群星闪耀时>有感》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13.尹承乐《<能说的秘密•阳光女孩>读后感》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14.于永乐《<当你老了>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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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15.孙  凡《读<爱的教育>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16.王  默《读<成长是一场孤独的冒险>有感》 

江苏省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17.杨大军《<自卑与超越>读后感》      淮安市天津路小学枚乘路校区 

18.徐小玲《仰望月亮，追寻梦想—<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 

江苏省淮安市富士康实验小学 

19.孙成兰《教育乃是心灵的“摆渡”—<摆渡人>读后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20.张  榆《让灵魂重归思考—读<文学回忆录>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21.滕  滕《读<自卑与超越>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附属幼儿园 

22.徐  涛《读<成长是一场孤独的冒险>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附属幼儿园 

23.戴莉莉《鞠躬尽瘁勤钻研 死而后已留清名—读<居里夫人自传>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深圳路小学 

24.余婷婷《孤独成长路 有书也精彩—读<成长是一场孤独的冒险>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深圳路小学 

25.张  澍《成长是一场孤独的冒险》       江苏省淮安市深圳路小学 

26.胡  旭《一种朴实而又高贵的谦虚—读<居里夫人自传>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深圳路小学 

27.朱元元《向着梦想的方向挥舞—读<愿你的青春不负梦想>有感》 

 江苏省镇江市高新区蒋乔街道 

28.邰伟伟《爱到天荒地老》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社区教育学院 

29.陶炼红《激流勇进者方能领略江河源头的奇观胜景—读<成长是一场孤

独的冒险>有感》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社区教育学院 

30.蒋庆坤《放弃是一种人生智慧—<放弃的艺术>读后感》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社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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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40名）： 

1. 于佳宁《读<自卑与超越>有感》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2. 樊  燕《了不起的盖茨比》       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道建工社区 

3. 冯  涛《<菜根谭>观后感》       长春市朝阳区湖西街道富豪社区 

4. 邵  英《再读<红岩>的启迪》     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道富锦社区 

5. 王智伟《<自卑与超越>读后感》   长春市朝阳区湖西街道集安社区 

6. 李  强《在月色更深处徜徉--曹文轩<草房子>读后感》  

长春市榆树燕窝书馆 

7. 魏书言《心灵的家—读<草房子>有感》        长春市榆树燕窝书馆 

8. 董文青《正确认识自闭症》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区 

9. 赵佳豪《一分一世界—读<人类群星闪耀时>有感》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10.王圣男《它的网—读<夏洛的网>有感》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11.辛  欣《为“雨人”撑把伞》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12.杨冠楠《情—读<你的生命只剩 24小时>有感》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13.唐义华《<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读后感》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社区学院 

14.樊红彦《<居里夫人>读后感》      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杏花社区 

15.黄春红《<美丽吉林>读后感》      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义和社区 

16.刘  媛《<了不起的盖茨比>读后感》 

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牡丹园社区 

17.杨  雪《<时光味道>读后感》       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义和社区 

18.高承兆《<纸灯笼>读后感》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19.韩文卓《<基督山伯爵>读后感》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北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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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侯锦仪《读<人类群星闪耀时>有感》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温馨家园 

21.高从文《读<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有感》江苏省淮安市开发区开明中学 

22.孙  报《读<爱的教育>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23.刘  丹《读<你的生命只剩 24小时>有感》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24.沈  颖《读<我相信失败>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25.汤金丹《读<成长是一场孤独的冒险>有感》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26.张红美《读<摆渡人>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附属幼儿园 

27.李  萌《读<月亮与六便士>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附属幼儿园 

28.沈  悦《孩子是值得塑造的精灵—读<爱的教育>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深圳路小学 

29.周文娟《行孝须及时，且行且珍惜—读徐新民<时光的味道>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深圳路小学 

30.朱洪宝《海底捞带给我的正能量—读<海底捞凭什么>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天津路小学 

31.刘  昊《<一平方英寸的寂静>读后感》 

江苏省淮安市天津路小学 

32.刘  齐《<成长是一场孤独冒险>读后感》 

江苏省淮安市天津路小学 

33.左  宇《<自卑与超越>读后感》        江苏省淮安市天津路小学 

34.王偲羽《<每一朵花都会微笑>读后感》  江苏省淮安市天津路小学 

35.高  雁《教育是“慢”的艺术—读<慢养，给孩子一个好性格>》 

江苏省淮安市天津路小学 

36.王  雯《<时间简史>读后感》           江苏省淮安市新区实验小学 

37.沈小娟《信念》                      江苏省淮安市新区实验小学 

38.沈明爱《诗词的古今》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社区教育学院 

39.夏荣森《我心目中的居里夫人》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社区教育学院 

40.徐燕燕《在“孤独”中成长》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社区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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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50名）： 

1. 李  平《永不放弃，执着进取—读<居里夫人>有感》 

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 

2. 刘  玮《读<小熊的月夜奇遇>有感》 

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杏花社区 

3. 卢秀敏《读<菜根谭>—传统文化精品》 

长春市朝阳区湖西街道进化社区 

4. 潘  强《<孤独的雨人>读后感》  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义和社区 

5. 邵慧君《美丽吉林观后感》       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牡丹园社区 

6. 宋乐乐《<居里夫人自传>读后感》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义和社区 

7. 苏  畅《<了不起的盖茨比>读后感》  

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牡丹园社区 

8. 王  红《读<居里夫人自传>》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道社区 

9. 王  磊《<基督山伯爵>读后感》  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杏花社区 

10.王晓东《<慢养——给孩子一个好性格>读后感》 

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义和社区 

11.王羽佳《读<给孩子的诗>有感》   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杏花社区 

12.肖  岩《<第三次工业革命>读后感》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义和社区 

13.姚丽军《<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读后感 

长春市朝阳区湖西街道宽平社区 

14.赵桂芝《<舌尖上的中国>》观后感   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道天宝社区 

15.赵  晶《<狼图腾>观后感》        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义和社区 

16.胡莹莹《<狼图腾>读后感》        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义和社区 

17.付春明《感恩的心—<草房子>有感》长春市榆树燕窝书馆 

18.张睿冰《最纯美的遇见—<草房子>有感》长春市榆树燕窝书馆 

19.付春昊《朴素的爱—<草房子>有感》 长春市榆树燕窝书馆 

20.郝昕艺《挫折磨砺人生—读<风雨哈佛路>有感》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21.李文佩《<跟毛泽东学习为人处事>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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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22.刘博文《读<当一棵小草有了梦想>有感》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23.祖颖超《读<居里夫人自传>有感》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24.葛庆钰《<夏洛的网>读后感》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25.戈  云从此岸到达彼岸—读《<北大“屠夫”>》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新区实验小学幼儿园 

26.徐银娣《<优秀是教出来>的读后感》     江苏省淮安市安澜路小学 

27.王  红《平凡与伟大—读<人民的名义>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28.姚  东《读<忏悔录>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29.张羽昕《读<居里夫人自传>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30.刘进水《读<慢养，给孩子一个好性格！>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31.杨亚刚《做一个有担当、甘于奉献的教师—读<人民的名义>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32.王靖雯《读<让我们一起读懂孩子>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33.应云志《读<居里夫人自传>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富士康实验小学 

34.赵雪娟《读<猎人笔记>有感》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附属幼儿园 

35.季  园唤醒休眠的火山—《<让孩子的脊椎挺起来>》读后感 

江苏省淮安市深圳路小学 

36.刘  芹《纯良向善，共谋绿色发展—<未来中国 30年>读后感》 

江苏省淮安市深圳路小学 

37.吕  薇《今天的努力是为了早日与襁褓分手》 

江苏省淮安市深圳路小学 

38.张雅琼《<居里夫人>读后感》        江苏省淮安市天津路小学 

39.罗小红《<阳光女孩>读后感》        江苏省淮安市天津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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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孙  曈《让们把脊椎挺起来—<让孩子的脊椎挺起来>读后感》 

江苏省淮安市天津路小学 

41.王  婧《认清自己才能走的更远》    江苏省淮安市新区实验小学 

42汪  洋 《<回望>》读后感            江苏省淮安市新区实验小学 

43.郑琪芳《一个伟大的人一本励志的书》江苏省淮安市新区实验小学 

44.王盛涵《一张友谊的网—<夏洛的网>读后感》 

江苏省昆山市银华园 

45.姚哲宇《读<夏洛的网>后感》    江苏省昆山市培本实验小学西校区 

46.朱红美《婚后的女人要反思》         江苏丰县欢口中学 

47.易先军《闪烁的纸灯笼—缅怀天国的父母》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社区学院 

48.沈丽芸《<荒原狼>读后感》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社区教育学院 

49.张春娣《用爱为孩子们扬起前进的风帆》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社区教育学院 

50.费昭镒《读<居里夫人>有感》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社区教育学院 

 

组织者奖（10名）： 

1. 孙  报          江苏省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2. 孙  凡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3. 仇高兴          江苏省淮安市深圳路小学 

4. 陈金梅          江苏省淮安市天津路小学 

5. 夏荣森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社区教育学院 

6. 苗元强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7. 李  波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8. 张浩然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9. 王  靖          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 

10.李凤艳          长春市榆树燕窝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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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奖（12家）： 

1. 江苏省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2. 江苏省淮安市广州路小学 

3. 江苏省淮安市深圳路小学 

4. 江苏省淮安市天津路小学 

5.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社区教育学院 

6.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社区学院 

7.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 

8.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9. 长春市朝阳区湖西街道 

10.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道 

11.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 

12.吉林省燕窝书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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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国第三届“厨神在民间”社区美食烹饪大赛获奖名单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一等奖：（20名） 

1. 江  燕《氽鱼》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社区学院 

2. 胡道珍《红烧横山老鹅》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社区教育学院 

3. 费雪春《柠香鱼圆》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社区学院 

4. 李丽冰《香蕉法式吐司》  广州市番禺区社区教育中心 

5. 杜全妹《万三蹄》        江苏昆山周庄社区教育中心 

6. 朱玉英《菊花鱼》        江苏昆山周庄社区教育中心 

7. 金  靓《水煮鱼》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8. 王廷廷《香菇油菜》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9. 朱端午《麻辣小龙虾》    长沙社区大学芙蓉区社区学院 

10.胡洁纯《猪脚煲蛋》      长沙社区大学长沙县社区学院 

11.罗小波《美味的红烧猪脚》长沙社区大学天心区社区学院 

12.刘宝霞《大富大贵开屏鱼》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13.聂国志《深情相拥》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14.周俊芳《五彩缤纷》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15.罗顺祥《赛熊掌》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16.周  真《香煎黄花鱼》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社区学院 

17.朱豫宁《甘蓝粉丝煲》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社区学院 

18.汤  恋《Q萌零嘴炸汤圆》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19.姚甜甜《香菇酿肉》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0.肖  肖《魔芋啤酒鸭》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二等奖：（50名） 

1. 石玉芳《徽州圆子》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社区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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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荣全《薛津油炸臭豆干》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社区教育学院 

3. 周小芳《红烧肉》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社区学院 

4. 王晓红《密制扒鸭》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社区学院 

5. 丁美秀《凉拌木耳》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社区学院 

6. 秦  琼《黄瓜炒腰花》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社区学院 

7. 罗马莉《醋溜淮山》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社区学院 

8. 丁月娥《香菇啤酒鸭》    江苏昆山周庄社区教育中心 

9. 蒋元珍《周庄三味圆鸡汤》江苏昆山周庄社区教育中心 

10.张小枚《蜜汁元宝虾》    江苏昆山周庄社区教育中心 

11.黄汉华《野生江鲢》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12.胡  纯《茄汁大虾》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13.朱媛媛《蘑菇蛋挞》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14.王  琦《宫保鸡丁》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15.周汉桥《五彩缤纷》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16.李莉萍《口水鸡》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17.周华莉《糖醋基围虾》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18.刘  乔《水煮鱼片》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19.王  茜《可乐鸡翅》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0.张婷婷《番茄炖牛腩》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1.张志永《香煎豆腐炒肉条》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2.黄苏宝《松鼠桂鱼》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3.李  忠《玉米鱼》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4.向正玲《香辣虾》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5.刘  佳《芝士花甲》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6.肖春英《醋溜山药》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7.熊  艳《水晶财鱼片》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28.周汉洲《三色冰镇冬瓜球》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29.何志敏《美味鸭锁骨》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30.柴秀敏《麦饼》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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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潘  玉《芦笋炒鱿鱼》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32.于锁珍《菌花荷兰豆》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33.刘  靖《蒜蓉开边虾》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34.李超英《花式馒头》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35.李秀华《冬瓜火腿》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36.刘  霞《黑椒牛肉粒》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37.张萍萍《孔雀开屏鱼》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38.张浩然《避风塘虾》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39.王  宁《炸南瓜丸子》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40.曹  锐《葱油藕片》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41.梁学平《铁锅泉水煮鱼》  长沙社区大学长沙县社区学院  

42.王  滋《小鸡炖蘑菇》    长沙社区大学长沙县社区学院 

43.周  庆《秘制口味虾尾》  长沙社区大学芙蓉区社区学院 

44.杨建芳《葱油鸡丝凉面》  长沙社区大学天心区社区学院 

45.夏婉宁《口味田螺》      长沙社区大学芙蓉区社区学院 

46.王娟梅《剁椒鱼头》      长沙社区大学芙蓉区社区学院 

47.黄思源《正宗红烧鸡爪》  长沙社区大学芙蓉区社区学院 

48.陈小纯《野山椒油焖猪蹄》长沙社区大学芙蓉区社区学院 

49.周  全《老长沙山泉笋》  长沙社区大学芙蓉区社区学院 

50.张正茂《八鲜过海》      长沙社区大学芙蓉区社区学院 

 

三等奖：（55名） 

1. 夏荣森《小葱拌豆腐》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社区教育学院 

2. 胡  娟《孔雀鱼》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湖东路中岗 

3. 王富贵《辣炒仔公鸡》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社区学院 

4. 赵俊杰《清蒸龙利鱼》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5. 王松禹《无锡排骨》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6. 张洁如《牙签牛肉》       长沙社区大学天心区社区学院 

7. 刘  佳《翡翠饺》         长沙社区大学天心区社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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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  佩《酸辣鱼》          长沙社区大学长沙县社区学院 

9. 陈金凤《长沙口味凉面》    长沙社区大学长沙县社区学院 

10.黄应辉《辣椒炒肉》        长沙社区大学芙蓉区社区学院 

11.陈新陆《鲍鱼炒辣椒》      长沙社区大学芙蓉区社区学院 

12.杜建雄《红烧武昌鱼》      长沙社区大学芙蓉区社区学院 

13.许雯婷《蜂蜜柠檬水》      长沙社区大学天心区社区学院 

14.段  晋《毛氏红烧肉》      长沙社区大学芙蓉区社区学院 

15.杨  平《凉拌西兰花》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社区学院 

16.刘  敏《美味炒饭》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社区学院 

17.浦东宝《定升糕》          江苏昆山周庄社区教育中心 

18.金巧月《肠团圆》          江苏昆山周庄社区教育中心 

19.高巧宝《鸭子团子》        江苏昆山周庄社区教育中心 

20.蒋泉珍《田螺塞肉》        江苏昆山周庄社区教育中心 

21.商锦涛《红烧干鳗鱼》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2.胡明珠《凉拌藕》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3.晏世鸣《清炒苦瓜》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4.姚月玲《红烧鲈鱼》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5.罗德林《炸豆腐肉丸子》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6.陈福荣《黑木耳炒鸡蛋》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7.李  晏《手撕包菜》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8.黄先慧《红烧武昌鱼》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29.李  强《水煮牛肉片》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30.陈艳萍《烧茄子》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31.王庆学《红烧猪蹄花》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32.高  华《红烩牛腩》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33.刘  志《干烧大白刁》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34.梁广丽《青龙卧沙滩》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35.宁海燕《家常味香辣虾》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36.商童辉《鲍鱼蒸粉丝》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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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彭  莹《抹茶曲奇》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38.肖  锋《创意面食—红枣》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39.刘贵芬《可乐虾》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40.李和平《青椒肉丝》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41.刘  慧《炒藕片》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42.梅新凤《板栗烧鸡》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43.张  丽《泡菜苕粉肉丝》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44.李  军《玉米黄金甲》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45.张  好《千层饼》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46.周  颖《粉丝小笼包》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47.罗俊楠《脆爽瓜皮》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48.刘  欢《伪唐醋排骨》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49.郑  君《红烧武昌鱼》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50.秦才银《菊花鱼》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51.张人良《开胃鱼》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52.崔成华《苦瓜卷肉》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53.代惠珍《脆香干煸鱼》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54.曾太阳《心花怒放》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55.韩  煜《水果千层》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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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奖：(12家) 

1. 长沙社区大学 

2. 长沙社区大学天心区社区学院 

3. 长沙社区大学长沙县社区学院 

4. 长沙社区大学芙蓉区社区学院 

5. 昆山市周庄镇社区教育中心 

6.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社区学院 

7.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8.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社区学院 

9.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社区教育学院 

10.武汉市社区教育学院 

11.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12.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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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二届全国“手动之情 镂空之美”社区剪纸比赛获奖名单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网络人气奖（10名）： 

1. 李秀霞    天津市河东区秀丽园 

2. 卓树芳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社区学校 

3. 陈长根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街道福东社区福东花园东区 

4. 余  华    湖北省胡氏剪纸艺术研究会（洪山区金鹤园社区） 

5. 胡  平    湖北省胡氏剪纸艺术研究会（洪山区金鹤园社区） 

6. 刘凤琴    浙江绍兴柯桥管宁小区 

7. 胡红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新兴街道明月社区 

8. 钱禄萍    浙江绍兴柯桥区柯桥街道育才路状元名园 

9. 刘元桂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杨园街分校四美塘社区 

10.李联贺    河南省濮阳市盟城小区 

 

一等奖（10名）： 

1. 胡红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新兴街道明月社区 

2. 黄黛生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社区学校 

3. 刘凤琴   浙江绍兴柯桥管宁小区 

4. 宋文秀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社区学校 

5. 曹海燕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中等职业学校 

6. 冯娜娜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中等职业学校 

7. 陈淑香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彭镇小学 

8. 程小娟   安徽省阜阳市 

9. 蒋风山   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蒙牛乳业 

10.李秀霞   天津市河东区秀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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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20名）： 

1. 邓文娟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2. 江  雁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社区学校 

3. 李绪云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4. 罗凤群   福建省永安市燕西街道北塔社区 

5. 钱禄萍   浙江绍兴柯桥区柯桥街道育才路状元名园 

6. 宋凤文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7. 谢新彪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8. 涂君钰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永安小学 

9. 王元莉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中等职业学校 

10.杨恩雅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永安小学 

11.游鑫玥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永安小学 

12.余永芳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中等职业学校 

13.刘  露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中等职业学校 

14.刘万华   江苏省盐都县 

15.杨建华   秦皇岛市海港区驻操营镇南关村 

16.郑林铮   福建省永安市燕西街道北塔社区 

17.管大顺   安徽省合肥市 

18.李连贺   河南省濮阳市盟城小区 

19.陈世云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办 

20.高多亚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三等奖（30名）： 

1. 陈长根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街道福东社区福东花园东区 

2. 邹文军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3. 孔秀华   浙江绍兴柯桥聚贤花苑 

4. 钱红香   武汉市武昌区社会教育学院杨园街分校四美塘社区 

5. 马  亮   河北邢台桥东区新西街花园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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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继海   上海市徐汇区 

7. 汤卓香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杨园街社区分校四美塘 

8. 王狄秋   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四居委会 

9. 王秀春   福建省永安市燕西街道北塔社区 

10.辛  欣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天洋新城社区 

11.徐金兰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湖街道文星社区 

12.卓树芳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社区学校 

13.肖  潇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永安小学 

14.涂燕子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中等职业学校 

15.黄雪花   福建省三明市 

16.顾舒敏   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新舟小区 

17.刘东华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18.刘璟媛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社区裕兴院 

19.吕  琳   武昌教育学院首义路分校 

20.聂书娟   天津大港区天津石化信息档案管理中心档案科 

21.潘美娟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海汇居委 

22.戚培峰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第二小学 

23.史   萍  上海市虹口区 

24.贾  英   长沙市天心区新园社区 

25.王凤新   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 

26.温学双   秦皇岛广播电视大学卢龙分校 

27.张  娟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28.余  华   湖北省胡氏剪纸艺术研究会（洪山区金鹤园社区） 

29.余  嘉   湖北省胡氏剪纸艺术研究会（洪山区金鹤园社区） 

30.谢桂珍   福建省永安市燕西街道北塔社区 

 

优秀奖（58名）： 

1. 陈芬芳   武昌区首义村 

2. 陈美芳   武昌区武泰闸湖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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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汉珍   武昌区首义路首义村江零社区 

4. 崔诚华   武昌区首义小区 

5. 胡  平   湖北省胡氏剪纸艺术研究会（洪山区金鹤园社区） 

6. 胡艳霞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杨园街分校四美塘社区 

7. 刘元桂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杨园街分校四美塘社区 

8. 时绍群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杨园街分校四美塘社区 

9. 吴艳萍   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首义民居 

10.熊莲芳   武汉市武昌区长湖北村 

11.张建华   胡北省胡氏剪纸艺术研究会（洪山区金鹤园社区） 

12.张桂枝   武汉市武昌区社会教育学院杨园街分校四美塘社区 

13.张舜芬   武汉市武昌区社会教育学院杨园街分校四美塘社区 

14.张梅英   上海浦东新区宜浩佳园社区 

15.张玉玲   河北省秦皇岛市 

16.郑双英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杨园街分校四美塘社区 

17.蔡家正   北京市海淀区 

18.冯弟琼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中等职业学校 

19.高佳仪   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金桂小区 

20.解东泽   吉林省长春市 

21.卢佳昕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暴庄小学 

22.马艺菲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暴庄小学 

23.石芳源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暴庄小学 

24.徐宇恒   四川成都市双流区永安小学 

25.王紫怡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暴庄小学 

26.张媛媛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暴庄小学 

27.赵诗语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暴庄小学 

28.范学敏   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金帝龙湾小区 

29.顾海东   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龙飞家园 

30.冯春梅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杨园街分校四美塘社区 

31.姜宗玉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庄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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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李  尚   辽宁省黑山县 

33.刘金萍   河北秦皇岛市卢龙电大进校 

34.刘文婧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35.刘  玉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36.陆桃红   江苏省高邮市龙虬镇泾河北路 

37.吕翠玲   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电大进校 

38.李惠珍   上海市虹口区广中社区学校剪纸班 

39.沈  立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东环路街道燕海里社区 

40.涂玉梅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41.王相坤   河南省巩义市鲁庄镇南村村 

42.王  莹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社区学校 

43.肖玉梅   秦皇岛市卢龙县电大进校 

44.薛亚宁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昌黎电大 

45.闫红梅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昌黎电大 

46.杨  娟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47.周玉铭   长沙市天心区新园社区 

48.周青华   湖北省胡氏剪纸艺术研究会(洪山区金鹤园社区) 

49.郑  璐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50.张  敏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51.李荣荣   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电大 

52.高桂霞   江苏省扬州市 

53.朱文彦   江苏省扬州市 

54.韦悦月   江苏省扬州市 

55.李智杰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56.王丽敏   河北省卢龙县电大进校 

57.尼  茨   武昌区首义路首义村江零社区  

58.曾  琨   武昌区首义路首义村江零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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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单位（13家）: 

1.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社区教育管理中心 

2. 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广播电视大学 

3.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广播电视大学 

4.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暴庄小学 

5. 福建省永安市燕西街道北塔社区 

6. 上海市虹口区广中社区学校 

7.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中等职业学校 

8.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首义路街分校 

9. 湖北省胡氏剪纸艺术研究会 

10.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杨园街分校四美塘社区 

11.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新园社区 

12.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社区学校 

13.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永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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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国精神”—全国社区第三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获奖名单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最具影响力作品奖（5名）: 

1. 梁德明   楷书    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2. 梁升娣   隶书    广东广州市番禺区闲斋书法工作室 

3. 江  敏   篆刻    湖南省浏阳市教师进修学校 

4. 王子璐   草书    天津市天津美院南院 

5. 张  鹃   篆书    甘肃省陇南市西和二中 

 

最佳作品奖（10名）: 

1. 王  卓   隶书     河南省南阳市联合街 

2. 韩  龙   篆刻     天津市河北区金钟中远里小区 

3. 王心茂   篆刻     湖南省长沙市书院路裕农街 

4. 黄  凯   草书     贵州省织金县安居路锦绣黔城 

5. 邓红云   篆刻     河南省辉县市辉城港湾 

6. 冯秀芳   楷书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林墨轩书画院 

7. 温鹏飞   隶书     山西省太原市古城大街 

8. 白井刚   草书     四川省成都市协和下街 

9. 黄寅想   草书     广东省阳春市岗美镇站港路 

10.匡青海   草书     湖南省长沙雷锋学校 

 

最具潜力作品奖（15名）: 

1. 张复生   篆书     河北省承德市竹林寺人行家属楼 

2. 杨  宇   篆刻     辽宁省锦州市金港春天 

3. 申志红   行书     陕西省西安美术学院 

4. 杨  程   篆刻     云南省曲靖市罗平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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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蒋  锐   楷书    广西省南宁市君耀香港园 

6. 高有耕   楷书    河南省南阳市蒲山二中 

7. 杨小刚   篆书    北京市鲁谷路享西珠宝 

8. 杨  时   行书    云南省昆明市兴昭大酒店 

9. 廖红兵   草书    广西省桂林市迴龙雅筑 

10.戴金昉   隶书    河南省中原银行漯河分行 

11.何志平   草书    江西省戈阳县弋阳农商银行 

12.纪文新   篆书    河北省邯郸市丽水苑小区 

13.刘光智   行书    天津市静海区小邀铺小学 

14.付  国   行书    四川省达州市西外天府 

15.莫庆焕   行书    广东省江门市新桥路会城街道办 

 

优秀作品奖（73名）: 

1. 赵  振   草书     北京市延庆区北京人文大学 

2. 高  歌   草书     福建省福州市上渡紫竹园 

3. 郑志安   草书     福建省泉州市卧龙村 

4. 牛少周   草书     甘肃省牛坡村 

5. 祁培名   楷书     甘肃省永昌县水电工程局（名墨轩）字画部 

6. 谢松松   行书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前海自贸区港湾小学 

7. 王炳胜   草书     广东省深圳市深华科技工业园 

8. 黄倩婵   楷书     广东省翁源县文化馆 

9. 李一帆   楷书     广州暨南大学艺术学院 

10.刘  文   篆书     广西省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 

11.杨明友   楷书     广西省南宁市鸣翠谷 

12.韦  健   楷书     广西省畔永村定良屯 

13.杨文强   行书     广西省桂林市阳朔中学 

14.李浚华   楷书     广西师范大学 

15.文齐健   篆刻     贵州省独山县迎春村 

16.管宇杰   新书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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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林斯兴   草书     海南省万宁市后安中学 

18.王志全   行书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林墨轩书画院 

19.马显峰   篆刻     河北省秦皇岛市秦皇小区 

20.邢永超   行书     河北省保定市迎宾新区 

21.刘  勋   草书     河北省新乐市河北美术学院 

22.白金乾   行书     河北省广宗县委党校 

23.冯文良   行书     河北省广宗镇中学 

24.刘  平   楷书     河北省廊坊市方正悦城小区 

25.王腾威   篆刻     河南省商丘市北关龙宇新村 

26.梁玉冬   篆刻     河南省郑州市科技园 

27.秦强胜   篆书     河南省安阳市洹北小区南门对面徐玲造型 

28.王冬艳   草书     河南省商丘雎县龙凤盛世名城 

29.马小换   草书     河南省三门峡市国家税务局 

30.詹英哲   篆刻     河南洛阳涧西区洛玻城 

31.曾  坚   篆刻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尔滨师范大学 

32.高  鑫   篆刻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兴平路 

33.王文雄   草书     湖北省随州舜井道市二中金城广告 

34.卢御晨   行书     湖北省十堰市白土村 

35.李明雪   篆刻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36.杨文彪   楷书     湖南省新化县周家坝小区 

37.戴妮灿   隶书     湖南省长沙市山水英伦小区 

38.杨志强   行书     湖南长沙市委组织部 

39.黄  冬   行书     江苏省海门市金色维也纳 

40.丁晓春   行书     江苏省南京市恒山花苑 

41.徐建平   楷书     江苏省泗阳县实验初中 

42.饶垂智   篆刻     江西省上饶市经委宿舍 

43.匡小兵   行书     江西省万安县芙蓉镇 

44.彭国亮   隶书     江西省宜春市宜春中学 

45.肖文经   隶书     江西省万安县人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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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刘  权   楷书      辽宁省大连渤海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47.孙冰霜   楷书      辽宁省锦州市渤海大学 

48.张慧敏   楷书      辽宁省锦州市渤海大学 

49.张祥春   草书      辽宁省沈阳市枫杨路 

50.杨玉喜   隶书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昆仑小区 

51.李  伟   行书      山东省莱芜市府前大街 

52.韩增凯   篆刻      山东泰安新凤小区 

53.蒋春民   楷书      山东省日照市安泰水晶城 

54.刘忠启   楷书      山东省嘉祥县东顺花园 

55.朱元珲   隶书      山东省青岛市金沙路 

56.王朝晖   行书      陕西省西安市华城国际 

57.宋婷婷   楷书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 

58.高  榕   行书      上海市华东师大 

59.廖  星   行书      四川省成都市犀池四街 

60.周凤海   楷书      天津市静海区仁义巷 

61.李奎安   行书      天津市河北区金钟家园 

62.李世德   隶书      天津市红桥区庆丰里 

63.藏子杰   楷书      天津市河西区恩德东里 

64.罗明忠   行书      云南省昆明市国防路医院 

65.季官俊   篆刻      浙江省青田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66.张国猛   草书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树人大学 

67.巩  佳   篆刻      浙江省杭州市沁雅花园 

68.王树成   草书      重庆市人和小学 

69.梁正文   楷书      重庆市西苑小区 

70.谢可人   篆书      重庆市西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所 

71.徐志远   行书      重庆市林业花苑 

72.刘红兵   楷书      重庆市石柱县南宾镇 

73.廖静雅   楷书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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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展作品奖（85名）： 

1. 宋胜梅   楷书      安徽省当涂县明珠碧水豪苑 

2. 刘好功   篆书      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商城 

3. 欧阳克满 楷书      安徽省马鞍山市纺织新村 

4. 彭智发   楷书      北京市西城区大泽泉书苑 

5. 范泰和   行书      福建省龙岩市沿河西路 

6. 王建鹏   行书      甘肃省天水市伯阳路天天名酒 

7. 余国庆   篆刻      广东省惠州市金榜山 

8. 何琪安   楷书      广东省深圳市龙井西区 

9. 祁路军   隶书      广东省深圳市南木家园 

10.罗海明   行书      广东省廉江市兴中路 

11.李子珩   草书      广西省南宁市广西师范学院 

12.徐辉宁   篆刻      广西省北海市花鸟市场 

13.秦文文   篆书      广西省来宾市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4.黄有运   行书      广西省贺州市八步区 

15.莫文才   隶书      广西省贵港市平南镇红洲街 

16.廖国珍   篆书      贵州省都匀一中艺术组 

17.石正珊   篆书      贵州省都匀一中艺术组 

18.黄仁龙   篆书      贵州省都匀市伯爵花园 

19.安万红   行书      贵州省思南县民族中学 

20.李元光   行书      贵州省岑巩县第二小学 

21.范增强   草书      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教育局 

22.潘熙来   篆刻      河北省保定市保定学院 

23.田文彦   隶书      河北省石家庄市地质大学 

24.刘  平   隶书      河北省廊坊市方正悦城小区 

25.葛长毅   行书      河北省景县葛庄村 

26.常伏新   行书      河北省昌黎海谪韵小区 

27.魏丽丽   篆刻      河北省邯郸市祥丰大厦 

28.徐向迎   行书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林墨轩书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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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李  勇   篆刻       河南省光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30.贺思谦   篆书       河南省女开封市平泽苑小区 

31.李鹏飞   隶书       河南省郑州市电厂路 

32.陈书磊   篆刻       河南省顺天公寓 

33.孙增朕   篆刻       河南省郑州市新世纪学校旁 

34.刘银鹏   篆刻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老年大学 

35.徐  健   篆刻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太平路中国人民银行 

36.李建栋   行书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师范学院北校区 

37.王振武   篆刻       湖南省湘潭市太平街 

38.曾文轩   隶书       湖南省新化县维山乡石屋村 

39.祝  能   草书       湖南师范大学 

40.黄利辉   楷书       湖南省长沙市和沁园 

41.谷  锋   行书       湖南湘潭县法院 

42.吴强梅   篆刻       湖南省 

43.邵定国   行书       江苏省盐城市碧桂园 

44.葛金淮   篆刻       江苏省盐城市天澜湾 

45.王晓丰   草书       江西省上饶市洋口镇中心小学 

46.李达礼   草书       江西省高安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瑞州分局 

47.黄宇恩   草书       江西省赣州市国税局 

48.孙道俊   行书       辽宁省东港市文物管理所 

49.兰德军   行书       辽宁省庄河市体育馆（庄河书协） 

50.李肖汉   楷书       辽宁省锦州市渤海大学 

51.王  钢   草书       辽宁省本溪市三合小区 

52.李  铎   楷书       辽宁省锦州市渤海大学 

53.王  贺   隶书       辽宁省沈阳市青松路 

54.王厚忠   篆刻       内蒙古包头市月豪庭 

55.孙世虎   草书       内蒙古呼和浩特德胜家园 

56.郝应辉   篆刻       山东省东营市宝龙国际 

57.张文浩   楷书       山东省滕州卷烟厂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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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高运达   草书        山东省青岛市武夷山路 

59.傅峻峰   楷书        山东省滨州市东方文化街 

60.王  栋   行书        山东省滕州市芙蓉街 

61.刘国庆   篆刻        山东省邹城市鲍店蝶矿南区 

62.刘德忠   楷书        山东省淄博市泉龙生活区 

63.张振华   草书        山东省昌乐城关商务社区 

64.赵岱玲   篆刻        山西省介休市电力生活小区 

65.安志强   楷书        山西省阳泉市自强草堂书法工作室 

66.张建云   篆刻        山西省吕梁市西崖底百家苑 

67.秦  剑   草书        山西省太原市中北大学 

68.杨  艳   楷书        陕西省韩城市清华园 

69.邵子枫   行书        陕西省西安市西安工业大学 

70.吴  彬   隶书        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县委机关大院 

71.罗  宁   行书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 

72.苏  奎   楷书        上海市松江区 

73.刘虎林   行书        四川省成都市尚熙庭院 

74.程星琰   行书        四川省成都市华林南苑 

75.邓长春   篆刻        四川省成都市泰山北街 

76.宁厚圃   行书        天津市河西区市委组织部 

77.宁保成   行书        天津市恒大酒店渤海书画院 

78.刘  琳   篆书        天津市塘沽新港祥和家园 

79.徐文汉   篆刻        天津市北辰区秋怡家园 

80.潘海荣   楷书        天津市滨海新区傲景苑 

81.吕彤松   篆刻        天津市河西区 

82.刘吉强   草书        浙江省杭州市浦沿路 

83.周琦珍   楷书        浙江省衢州市新世纪学校 

84.柯晓阳   楷书        浙江省宁波市彩虹家园 

85.封  彬   楷书        重庆市回龙湾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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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首届全国“i-彩灯”创意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一等奖（3名）： 

1. 《镜子》               邹  波       自贡灯彩集团 

2. 《“一意”苗情小夜灯》  王  娜       四川理工学院  

3. 《童话》               曾  雪       自贡灯彩集团 

 

二等奖（6名）： 

1. 《温州台阁》           蒋  楠       自贡灯彩集团 

2. 《所谓伊人》           程  杰       四川师范大学 

3. 《忆丝路》             陈  瑶       江西宜春 

4. 《万事如意》           鲁照峥       河南开封 

5. 《有凤来仪》           季晓林       四川达州 

6. 《马勺情韵》           韦  龙       四川自贡 

 

三等奖（9名）： 

1. 《圣诞欢乐颂》         许芯瑜        四川自贡 

2. 《染•画卷》            潘雨龙 余福召 四川自贡 

3. 《财源广进》           苏  鑫        四川广元 

4. 《瑞犬报春纳八方财》   王  冠        江苏淮安 

5. 《花犬观鱼乐，青云羡鸟飞》吴敏琪 薛楠楠 任静   江苏溧阳 

6. 《瑞犬送福》           周长俊        四川自贡 

7. 《福满园》             黄海锋        四川师范大学 

8. 《狗年》               刘伟刚        四川师范大学 

9. 《奇妙的图腾灯》       石  佳        四川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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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16名）： 

1. 《花开富贵》          桂常芬          湖北黄冈 

2. 《鸟语花香》          李  月          四川宜宾 

3. 《欢乐世界之冰雪奇缘》王彦芳          河南濮阳 

4. 《大鱼海棠》          李  鑫          吉林长春 

5. 《荷塘月色》          殷鹏娜          甘肃玉门 

6. 《圣诞狂欢》          陈  可          四川师范大学 

7. 《八仙重聚》          李  凤          四川师范大学 

8. 《Over the Rainbow》  李  洋          四川师范大学 

9. 《哪吒闹海》          刘明婕          四川师范大学 

10.《川剧熊猫群英荟》    邱彦程          四川师范大学 

11.《人生之戏》          杨  琳          四川师范大学 

12.《八珍玉食》          杨文嘉          四川师范大学 

13.《东方美韵》          王  鲁          自贡灯彩集团 

14.《丝路传奇》          许龙斌          自贡灯彩集团 

15.《九凤舞江城》        杨  和          自贡灯彩集团 

16.《思路之歌》          张  鹏          自贡灯彩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