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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奖励第四届“环翠区文艺精品奖”
获奖作品的通报

各镇、街道党（工）委，区直各部门，省市驻区各单位，文联各

协会，各文艺团体：

为进一步推动文艺的发展和繁荣，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

出更好的文艺精品，根据《环翠区文艺精品奖评选奖励办法》（区

委区政府室字〔2012〕10号），组织开展了第四届“文艺精品奖”

评选工作。第四届环翠区文艺精品奖（2016-2018年度）经环翠区

文艺精品奖评选委员会评定，从 116件申报作品中评选出一等奖 8

件，二等奖 16 件，三等奖 25 件，同时 22件作品直接入选“环翠

区文艺精品奖特别奖”，详细获奖名单附后。

为鼓励先进，进一步推动我区文艺精品的创作生产，繁荣我

区的文艺事业，区委、区政府决定，对获奖作品的创作生产单位

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希望受表彰奖励的文艺生产单位、文艺工

作者，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希望全区文艺工作者向

获奖者学习，努力创作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文艺

作品，为建设“精致城市·幸福威海”首善之区做出贡献！

联系电话：5221995。

中共威海市环翠区委宣传部

环翠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19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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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第四届“文艺精品奖”获奖名单

一、精品奖

文学类：

一等奖（1件）

《香蒲记》（诗歌） 王晓华 区作家协会

二等奖（2件）

《兆艮的诗》（诗歌） 张安俭 区作家协会

《回到镜中去》（中篇小说） 刘爱玲 区作家协会

三等奖（3件）

《花下溪水》（散文） 李秀英 区作家协会

《鼎子崮的天空》（诗歌） 任道金 区作家协会

《疏影集》（诗词） 陈 静 区作家协会

音乐类：

一等奖（1件）

《初心不改》 张 玲 区音舞家协会

二等奖（2件）

《树德如山》 林夕玥 区音舞家协会

《春》 刘 锋 区音舞家协会

三等奖（3件）

《文明你和我》 吴景泉 工商威海环翠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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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染塔山》 邢银晓 区音舞家协会

《卫生健康局》 杨翠红 区卫生健康局

舞蹈类：

一等奖（1件）

《铿锵的誓言》 高 键 区音舞家协会

二等奖（2件）

《乳娘》 王 香 区老年体协

《情满花鼓》 胡金玲 区老年体协

三等奖（3件）

《春舞芳华》 刘 威 鲸园街道

《推开这扇门》 李 丽 环翠楼街道

《中国脊梁》 姜苏民 区老年体协

美术类：

一等奖（1件）

《收获海带的季节》（油画） 孙亚光 区美术家协会

二等奖（2件）

《渔村》（油画） 邹光辉 区美术家协会

《复兴之路》（国画） 慈小宁 塔山小学

三等奖（4件）

《小镇故事》（油画） 于龙飞 区美术家协会

《四月芳菲》（油画） 陈文献 环翠区教研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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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阳光》（国画） 陶洪涛 区美术家协会

《苍崖耸秀》（国画） 李宝义 区美术家协会

书法类：

一等奖（1件）

《中华巨龙》 林乐静 区书法家协会

二等奖（2件）

《国运民心对联》 张奇玲 区书法家协会

《改革开放 40周年诗文》 刘永华 区书法家协会

三等奖（3件）

书临《蜀素贴》 马 旭 威海市实验中学

《摇笔散珠》 孔 中 区京剧家协会

《千字文》 姚红梅 塔山中学

摄影类：

一等奖（1件）

《胶东情怀》 戚 岩 区摄影家协会

二等奖（2件）

《开启胜利的香槟》 徐萍萍 区摄影家协会

《中国摄影杂志第一期鸟类摄影作品》栾法忠 区摄影家协会

三等奖（3件）

《烟雨里口山》 李均伟 区摄影家协会

《走向光明》 许广正 区摄影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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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雪里口山》 王建强 区摄影家协会

戏剧类：

一等奖（1件）

《齐鲁时代楷模—殷树山》（舞台剧） 于钦锋 区音舞家协会

二等奖（2件）

《魅力蓝波湾》（广播剧） 戚务忠 环翠区融媒体中心

《争婆婆》（现代京剧） 单国防 区京剧家协会

三等奖（3件）

《同圆威海梦》（京歌） 谷庆君 区京剧家协会

《走遍四海还是威海》（威海大鼓） 孙智强 区曲艺家协会

《威海赋》（京歌） 马中苏 区戏剧家协会

民间艺术类：

一等奖（1件）

《忠心向党、母爱无疆》（剪纸） 宁怀英 区剪纸家协会

二等奖（2件）

《五福祝寿》（刻瓷） 孙 凯 区文旅局

《“新永安”好高端客滚船》（船模） 秦嗣安 区文旅局

三等奖（3件）

《人生八雅》（剪纸） 宋 广 区剪纸家协会

《福在眼前》（剪纸） 侯晓杰 区剪纸家协会

《“一只独秀”茶台》（锔瓷） 耿海胜 区文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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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别奖（22件）

《船厂交响曲》（油画） 杨 洁 区美术家协会

《雪后静谧的港湾》（油画） 刘传珂 区美术家协会

《冬雪与树》（油画） 李运贤 区美术家协会

《凝》（油画） 夏俊波 区美术家协会

《那一天我们很快乐之六》（油画） 刘光帅 区美术家协会

《收帆待远航》（油画） 陈淑敏 区美术家协会

《渔港晨雾》（油画） 邱 剑 区美术家协会

《往事》（油画） 徐振成 区美术家协会

《淬火成钢》（油画） 于 来 竹岛街道

《归来》（油画） 吴 涛 环翠楼街道

《曙光》（国画） 王 雯 区美术家协会

《天凉好个秋》（国画） 夏滢滢 孙家疃街道

《父亲的海 》（连环画） 何长峰 张村镇

《柳宗元永州八记》（书法） 袁小娟 环翠区教育和体育局

《欧阳修古文选录》（书法） 刘晓燕 环翠区教育和体育局

《雪中卫士》（摄影） 李洺震 环翠区教育教学研究培训中心

《晒鱿鱼》（摄影） 王永生 区摄影家协会

《勤劳致富》（摄影） 吕 涛 区摄影家协会

《大龄青年》（影视） 丁力立 环翠广播电视台

《相信爱情》（歌曲） 毕惠峰 区音舞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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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山举起》（组诗） 苏 军 区作家协会

《律动的橘红》（电视散文） 俞燕超 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