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获奖名单

一、书法类

一等奖名单

（50 名）

武拴龙（太原） 杨建民（朔州） 姚文宏（朔州） 边恒凤（朔州）

郑 斌（朔州） 杨献国（忻州） 罗鸿炎（忻州） 王 茂（忻州）

梁继娥（忻州） 常潮民（忻州） 宋 勇（吕梁） 张启之（吕梁）

王荣厚（吕梁） 张建国（吕梁） 赵玉生（吕梁） 成宏耀（吕梁）

王志军（吕梁） 张生启（吕梁） 张丽红（阳泉） 赵书明（阳泉）

贾双林（阳泉） 王智勇（阳泉） 要蔺宇（阳泉） 闫接囤（长治）

郭鸿成（晋城） 葛小才（晋城） 刘秋海（晋城） 赵云南（晋城）

张锦平（临汾） 贾跟家（运城） 宋永胜（运城） 畅 民（运城）

孙建设（运城） 刘 武（运城） 王遂良（运城） 卫天亮（运城）

林秀梅（省直） 魏建平（省直） 徐国平（省直） 陈 健（省直）

周 明（省直） 罗建敏（省直） 张 钰（省直） 郭文广（省直）

杨爱莲（省直） 郝耀平（省直） 王 宁（省直） 闫有恩（省直）

刘锁祥（省直） 郭元玺（中直）

二等奖名单

（120 名）

靳明伟（太原） 赵平爱（太原） 李元红（太原） 李克仁（太原）

刘满尚（太原） 王卫东（太原） 席德生（太原） 张进文（太原）



武玉平（太原） 杨普玉（太原） 李福伍（太原） 赵新印（大同）

张 钧（大同） 赤九云（大同） 赵凤翎（大同） 王 军（大同）

丰子贵（大同） 连 琦（朔州） 唐 告（朔州） 任俊威（忻州）

彭全喜（忻州） 张永生（忻州） 张存堂（忻州） 贾永祥（吕梁）

李 涛（吕梁） 王朝珠（吕梁） 李志忠（吕梁） 杜增玉（吕梁）

花云瀚（吕梁） 高永红（吕梁） 翟玉廷（晋中） 郭文吉（晋中）

李满贵（晋中） 闫明亮（晋中） 王豪成（阳泉） 张 达（阳泉）

郗新中（阳泉） 王丁戍（长治） 梁晓光（长治） 柴玉棉（长治）

董国新（晋城） 田 峰（晋城） 罗跃生（晋城） 范湧江（晋城）

焦光善（晋城） 苏张林（晋城） 李铁富（晋城） 陈福全（临汾）

郭凤威（临汾） 王 鸣（临汾） 苏勤义（临汾） 王斌正（临汾）

刘志强（临汾） 刘鹏斌（运城） 王敏成（运城） 曹祏狮（运城）

李盛泉（运城） 李清水（运城） 仇官有（运城） 郭阳生（运城）

澹台长生（运城） 崔新杰（运城） 卫浩强（运城） 荆观圣（运城）

李 刚（省直） 席映芳（省直） 郝志远（省直） 张婵萍（省直）

王进喜（省直） 董耀章（省直） 李太阳（省直） 陈延龙（省直）

成葆德（省直） 郭士星（省直） 李顺通（省直） 王敬泽（省直）

李文秀（省直） 秦富明（省直） 苏占林（省直） 李茂兰（省直）

蔚计洋（省直） 吴桂兰（省直） 刘存旺（省直） 赵 营（省直）

袁浩基（省直） 刘长海（省直） 张国伏（省直） 张志良（省直）

王大高（省直） 阎亚伦（省直） 赵克谦（省直） 刘占中（省直）

李贵频（省直） 彭顺利（省直） 李满贵（省直） 马 评（省直）



于效章（省直） 赵五洲（省直） 丁德清（省直） 路长青（省直）

马俊青（省直） 陈学中（省直） 张昌河（省直） 张晓亚（省直）

邓永武（省直） 张彦儒（省直） 史献伟（省直） 李英明（省直）

石兰亭（省直） 白振兴（省直） 常俊茂（省直） 李卫东（省直）

芦振基（省直） 罗锁堂（省直） 田奇越（省直） 宿 旺（省直）

刘 巩（省直） 孙海平（省直） 张凤莲（中直） 苏怀清（中直）

二、绘画类

一等奖名单

（50 名）

赵梅生（太原） 杨吉生（太原） 刘铜明（太原） 吴炳晋（太原）

邓效国（太原） 张 钊（朔州） 李玉梅（朔州） 赵云城（朔州）

张广忠（忻州） 邢富平（忻州） 贾巧梅（忻州） 张艳春（吕梁）

贺 兰（吕梁） 高二宝（吕梁） 韦玉清（吕梁） 高永红（吕梁）

秦秋梅（阳泉） 潘荣本（阳泉） 王智勇（阳泉） 尹贤真（阳泉）

冯永光（长治） 荣爱玲（临汾） 侯占天（运城） 宋永胜（运城）

杨美钦（运城） 石民岗（运城） 刘存社（运城） 王淑红（运城）

李宝珠（运城） 刘学生（运城） 王万光（运城） 赵新生（运城）

王建玉（省直） 王乐意（省直） 王雪峰（省直） 杨建青（省直）

李 里（省直） 胡秋华（省直） 李太阳（省直） 吴书文（省直）

宋化江（省直） 邵小云（省直） 张泽民（省直） 周芳梅（省直）

张韶山（省直） 刘松江（省直） 辛 亮（省直） 何少君（中直）



刘翠珍（中直） 孙 晨（中直）

二等奖名单

（120 名）

杜小耕（太原） 石履山（太原） 王建新（太原） 曾 英（太原）

刘永成（太原） 肖淑娟（大同） 刘淑珍（大同） 董华英（大同）

赵淑平（大同） 张妙珠（大同） 候惠芬（大同） 潘利平（大同）

张月娥（大同） 施凤凤（大同） 郭凤阁（朔州） 张 清（朔州）

张 维（朔州） 赵世英（朔州） 郭文亮（朔州） 苗淑川（朔州）

彭府召（朔州） 杨林清（朔州） 罗鸿炎（忻州） 张联友（忻州）

张启超（吕梁） 李志坚（吕梁） 郜旗山（吕梁） 王元青（吕梁）

卞玉梅（吕梁） 胡月娥（吕梁） 王玉珍（吕梁） 杜翠平（吕梁）

白 澍（吕梁） 张学亮（吕梁） 马夏英（晋中） 赵广玲（晋中）

周成保（晋中） 郭竹青（晋中） 赵 涵（晋中） 陈并芳（晋中）

阮艳花（晋中） 白耀斌（晋中） 籍文丽（晋中） 张东海（晋中）

李 森（晋中） 葛浦义（阳泉） 闫小萍（阳泉） 陈建平（长治）

田 园（长治） 刘巧长（长治） 王连柱（长治） 程宏伶（长治）

刘廷斌（长治） 史瑞清（晋城） 朱银秀（晋城） 任 真（晋城）

侯建兴（晋城） 郭美兰（晋城） 周红喜（临汾） 张心爱（临汾）

张敏凤（临汾） 宋希祥（临汾） 潘红家（临汾） 柴茂荣（临汾）

王敬民（临汾） 曹曙平（临汾） 苏秀峰（临汾） 董思孝（临汾）

畅林凡（临汾） 刘 红（临汾） 刘根贤（临汾） 郭 芳（运城）



薛万合（运城） 杨建军（运城） 刘拴安（运城） 王彩凤（运城）

侯安吉（运城） 刘宝亮（运城） 魏卞梅（省直） 张宛生（省直）

赵南南（省直） 李永华（省直） 吴振兰（省直） 李文秀（省直）

武振功（省直） 秦吉顺（省直） 王维祯（省直） 王耀中（省直）

李新梅（省直） 王秀玲（省直） 姚宪华（省直） 乔本慧（省直）

姜 辰（省直） 邢卯川（省直） 乔生亮（省直） 畅春梅（省直）

王野平（省直） 翟维琦（省直） 王跃忠（省直） 朱辽予（省直）

周 强（省直） 任纯芝（省直） 文玉芝（省直） 杨胡玲（省直）

赵彦庄（省直） 裴 群（省直） 耿华玉（省直） 赵桂莲（省直）

马玉华（省直） 任树芳（省直） 靳玉蕾（省直） 郝 琦（省直）

吴晓弘（省直） 吕海燕（省直） 赵林森（省直） 黄海涛（省直）

李永吉（省直） 郝代生（中直） 王兴文（中直） 郭 武（中直）

三、摄影类

一等奖名单

（50 名）

穆振华（太原） 武跃刚（太原） 韩 峰（太原） 田兆云（太原）

张体仁（太原） 魏素英（太原） 何金春（大同） 李 森（大同）

尹 继（大同） 李 进（朔州） 马永军（朔州） 刘 强（朔州）

董 明（吕梁） 王海容（吕梁） 任俊卿（晋中） 周盛魁（阳泉）

张栓柱（阳泉） 李文健（阳泉） 陈凤灵（阳泉） 徐志刚（长治）

张安弟（晋城） 王建富（晋城） 杨建忠（晋城） 薛留才（临汾）



刘贵明（临汾） 徐宝星（临汾） 段雪平（运城） 李克荣（运城）

黄赞民（运城） 王学选（运城） 崔松良（运城） 崔平健（运城）

南东印（运城） 王彩云（运城） 王春喜（运城） 戈建龙（运城）

孙 凯（运城） 肖永平（运城） 王枝堂（省直） 杨 扬（省直）

王有财（省直） 吴志山（省直） 刘 俊（省直） 饶北成（省直）

赵丽汾（省直） 白有成（省直） 白 永（中直） 张正营（中直）

张永庆（中直） 王汝财（中直）

二等奖名单

（120 名）

高玉平（太原） 张建农（太原） 郭会生（太原） 支爱国（太原）

孟丽云（太原） 崔荷珍（太原） 朱艳春（太原） 白友生（太原）

赵少雄（大同） 李文艺（大同） 李 习（大同） 程志成（大同）

赵志国（朔州） 刘云山（朔州） 刘志雄（朔州） 刘贵政（朔州）

白 永（朔州） 刘亚飞（朔州） 解佳慧（朔州） 潘晓华（忻州）

贾建功（忻州） 樊乐园（忻州） 闫前元（忻州） 李国伟（忻州）

王利生（忻州） 郭耀华（忻州） 康继荣（吕梁） 王海容（吕梁）

胡天才（吕梁） 郭志远（吕梁） 杨文翔（晋中） 赵海莲（晋中）

李福寿（晋中） 路光明（晋中） 刘润保（阳泉） 高海娴（阳泉）

李文建（阳泉） 史新社（阳泉） 张栓柱（阳泉） 徐红珍（长治）

温建华（长治） 王玉贵（长治） 宋建国（长治） 贾迷锁（长治）

苗全忠（长治） 宋仁胜（晋城） 孙富明（晋城） 韩建云（晋城）



毕文德（晋城） 邢来魁（晋城） 郭宏阳（晋城） 白晓峰（临汾）

刘李刚（临汾） 邓长明（临汾） 杨蕴贤（临汾） 李小汾（临汾）

王 哲（临汾） 杨德新（运城） 李继旺（运城） 武曙光（运城）

杨建峰（运城） 郭改梅（运城） 韩西景（运城） 栗铁龙（运城）

姚中吉（运城） 孔京喜（运城） 崔松良（运城） 宋铁成（运城）

黄赞民（运城） 姚世凯（运城） 陈彩萍（运城） 张廷翰（省直）

霍跃英（省直） 王京荣（省直） 聂如林（省直） 王凤萍（省直）

郭超美（省直） 赵余录（省直） 赵一清（省直） 张文宝（省直）

张留奎（省直） 郭玉朝（省直） 苏亚君（省直） 赵占明（省直）

付 杰（省直） 郭士星（省直） 王曙铭（省直） 孙 伶（省直）

李跃德（省直） 王德贵（省直） 苏北并（省直） 张 嶶（省直）

郭效义（省直） 康楣生（省直） 潘雄元（省直） 余正良（省直）

方爱蓉（省直） 王志朝（省直） 范俊彦（省直） 覃秀桃（省直）

尚庆富（省直） 魏晓勤（省直） 武海顺（省直） 王林义（省直）

刘 晔（省直） 李 殷（省直） 董京晖（省直） 任玲玲（省直）

李建国（省直） 李敏女（省直） 杨金盛（省直） 高 远（中直）

李 樱（中直） 吉海增（中直） 张 波（中直） 崔青梅（中直）

闫利敏（中直） 谷春萌（中直） 王呼宁（中直） 赵国章（中直）

四、诗词类

一等奖名单

（50 名）



张 柳（太原） 梁志宏（太原） 李润开（太原） 王俊卿（太原）

张兰荣（太原） 王打春（太原） 张玉虎（太原） 张 东（大同）

李惊雷（大同） 尹 补（大同） 刘密柱（大同） 梁 红（大同）

王 顺（大同） 赵佃玺（大同） 张丙堂（大同） 王兴祥（大同）

王存白（忻州） 白清凤（忻州） 王文华（忻州） 郝举林（忻州）

马 卫（忻州） 高呈芬（忻州） 王生明（吕梁） 梁镇川（吕梁）

田培杰（晋中） 郭 忠（晋中） 王英慧（晋中） 周新润（阳泉）

柏扶疏（晋城） 刘全忠（晋城） 樊腊生（晋城） 贾亚箴（临汾）

晋从华（临汾） 左元龙（临汾） 任和畅（临汾） 荆青英（临汾）

李宗敏（运城） 汤继胜（省直） 吴志宏（省直） 陈庆忠（省直）

杜增志（省直） 文楚强（省直） 尹昶发（省直） 苏亚君（省直）

相从智（省直） 陈太平（省直） 何其山（省直） 杨允仁（省直）

王晓青（省直） 白国平（省直）

二等奖名单

（100 名）

牛兰君（太原） 郭永进（太原） 刘俊青（太原） 张甫升（大同）

曹海南（大同） 刘祖福（大同） 乔世民（大同） 靳玉连（大同）

高曙光（大同） 郭天禄（大同） 王子妙（大同） 熊秀娟（大同）

霍兴国（大同） 闫正通（朔州） 牛雁江（朔州） 丁进松（朔州）

刘福生（朔州） 梁爱泽（忻州） 刘忠义（忻州） 齐雨春（忻州）

沈继荣（忻州） 魏家萃（忻州） 贾云星（忻州） 贾庆安（忻州）



张文玉（忻州） 王兴治（忻州） 高红霞（吕梁） 梁学晋（吕梁）

辛改娥（吕梁） 高满应（吕梁） 赵建雄（吕梁） 韩 永（吕梁）

曹马良（吕梁） 辛瑞花（吕梁） 高兔荣（吕梁） 高巨寿（晋中）

袁培智（晋中） 吕钢荣（晋中） 祁俊文（晋中） 聂云珍（晋中）

毛立英（晋中） 李占福（晋中） 张茂堂（晋中） 张和平（晋中）

周新润（阳泉） 牛参玉（阳泉） 徐善玖（阳泉） 闫国平（长治）

路红波（长治） 侯锁法（长治） 杨福果（长治） 董立宪（长治）

栗荷英（长治） 关向炜（长治） 张登峰（长治） 李建国（长治）

李书旺（长治） 刘培端（长治） 张新建（长治） 王贵云（晋城）

申建文（晋城） 杨晚锁（晋城） 和牛锁（晋城） 杜荫全（晋城）

焦晓波（晋城） 杨 亮（临汾） 王世华（临汾） 薛发登（临汾）

李峰祥（临汾） 张惠民（临汾） 闫安生（运城） 张时精（运城）

周长胜（运城） 周振佳（省直） 李栓望（省直） 张志良（省直）

周树义（省直） 王志朝（省直） 段祥俊（省直） 要艳萍（省直）

苗瑞源（省直） 李守忠（省直） 郭占春（省直） 孙书香（省直）

郝勇智（省直） 张家禄（省直） 任林深（省直） 闫晓兴（省直）

葛长寿（省直） 方 蓁（省直） 李云平（省直） 贾六生（省直）

祁玉林（省直） 王来发（省直） 李恒林（中直） 张观计（中直）

南玉盛（中直） 穆跃忠（中直） 石翠萍（中直） 赵翠屏（中直）



优胜奖

（213 名）

刘增林（太原） 张 珍（太原） 张 三（太原） 王根金（太原）

张二万（太原） 刘克敬（太原） 段成银（大同） 李连生（大同）

杨存新（大同） 李 阳（大同） 刘福兰（大同） 郭日武（大同）

李建武（大同） 张天才（大同） 王国康（大同） 王秀莲（大同）

杨 泉（朔州） 张翠梅（朔州） 刘 金（朔州） 赵晓光（忻州）

董先保（忻州） 赵德荣（忻州） 张 昉（忻州） 顾开荣（忻州）

刘文生（忻州） 陈良继（忻州） 郑 亮（忻州） 武文忠（忻州）

谢书才（忻州） 张玉斗（忻州） 刘和则（忻州） 温茂德（忻州）

王 四（忻州） 安书荣（忻州） 张淑娴（吕梁） 李继新（吕梁）

王洪廷（吕梁） 高爱兰（吕梁） 高爱友（吕梁） 高耀东（吕梁）

冯朝元（吕梁） 李玉秀（吕梁） 陈桂兰（晋中） 聂 峰（晋中）

芦颖媛（晋中） 李宪忠（晋中） 张世峰（晋中） 刘保全（晋中）

刘林野（晋中） 李文平（晋中） 弓学斌（晋中） 庞有俊（晋中）

梁国泰（晋中） 范素珍（晋中） 张祖逵（晋中） 阮五一（晋中）

李文艺（晋中） 郑炳金（阳泉） 李玉牛（阳泉） 张双丑（阳泉）

苏增庆（阳泉） 田志谦（阳泉） 郭荣贵（阳泉） 郭九麟（阳泉）

张海东（阳泉） 许治书（阳泉） 史玉昌（阳泉） 赵长斌（阳泉）

陈保京（阳泉） 王兰亭（长治） 冯国华（长治） 裴梅香（长治）

史小梅（长治） 孙福兰（长治） 蒋凡荣（长治） 高乃香（长治）

李政国（长治） 张宏娥（长治） 崔保锁（长治） 赵庆峰（长治）



郭明文（长治） 程计则（长治） 李 伟（长治） 常福江（长治）

乔苏民（长治） 王青林（长治） 张秀文（长治） 王兴文（长治）

崔贵豪（长治） 李学义（晋城） 李胜玉（晋城） 李金炉（晋城）

郝守世（晋城） 付文涛（晋城） 任铁炉（晋城） 韩富长（晋城）

刘廷贵（晋城） 杨书年（晋城） 张德万（晋城） 李广林（晋城）

张敬国（临汾） 王铁锁（临汾） 荣开心（临汾） 阴崇太（临汾）

武科元（临汾） 梁吉祥（临汾） 赵高记（临汾） 林十香（临汾）

段吉安（临汾） 翟耀文（临汾） 耿海娃（临汾） 靳成功（临汾）

王三星（临汾） 刘党生（临汾） 郑文秀（临汾） 卫国栋（临汾）

张作林（临汾） 郭党忠（临汾） 王双定（临汾） 李吉信（临汾）

郭文庭（临汾） 王爱芳（临汾） 张呈祥（运城） 韩友民（运城）

任永阁（运城） 李金龙（运城） 李启兴（运城） 孔春枝（运城）

景北典（运城） 姚卜文（省直） 乔艳卿（省直） 荆增福（省直）

张云亭（省直） 李俊文（省直） 高雨仁（省直） 袁如赞（省直）

张继续（省直） 杨守荣（省直） 马玉泉（省直） 郑义忠（省直）

冯长有（省直） 李振山（省直） 刘斌科（省直） 赵生玉（省直）

任连友（省直） 杨端午（省直） 田九英（省直） 赵福中（省直）

杜尔娃（省直） 田玉凤（省直） 王林平（省直） 吴加富（省直）

李晓东（省直） 李锐锋（省直） 韩玉良（省直） 常俊歧（省直）

郝敬明（省直） 张如清（省直） 石正民（省直） 张保柱（省直）

原香山（省直） 张廷盛（省直） 刘书茂（省直） 武兆玉（省直）

宋 成（省直） 张华山（省直） 李培权（省直） 郭长贵（省直）



杨寿山（省直） 麻宝真（省直） 韩成亮（省直） 徐廷柱（省直）

石宝根（省直） 戎翠云（省直） 邓银珍（省直） 牛连根（省直）

陈春芳（省直） 刘宏守（省直） 翟忠厚（省直） 武纯璧（省直）

田之明（省直） 赵学峰（省直） 赵宗海（省直） 杨玉昇（省直）

韩学忠（省直） 王里红（省直） 王久长（省直） 王栋樑（省直）

闫德义（省直） 张福宝（省直） 张复成（省直） 郝中树（省直）

白恩远（省直） 侯学骞（省直） 胡瑞明（省直） 马德英（省直）

温瑞荣（省直） 李 彬（省直） 赵敬毅（省直） 李志民（中直）

张文义（中直） 贾金发（中直） 朱士成（中直） 郭敬舒（中直）

王振杰（中直） 霍成福（中直） 李增朋（中直） 郭庆文（中直）

李启兴（中直） 景家庆（中直） 王培忠（中直） 王志清（中直）

孙 伟（中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