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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影（3部）
1.无法触及
申报单位：二七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普辉、崔守杰等
2. 爱情对赌
申报单位：金水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黄平、邱晓军等
3.家有嫂娘
申报单位：荥阳市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李晓强、李科等

二、戏剧（4部）
1. 新版·白兔记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广新局
主创人员：王明山、丁建英等
2. 中牟令
申报单位：中牟县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齐飞、王建伟等
3.平安是福
申报单位：登封市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闫西爵、白居安等
4.新版《鸡毛信》（儿童剧）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广新局

主创人员：高桂强、李桂玲等

三、电视剧（片）（8部）
1. 2017年郑州最新宣传片（电视片）
申报单位：郑州报业集团
主创人员：孙娟、李江
2. 军号回荡伏羲山（电视片）
申报单位：新密市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王镜宾、李松辰等
3. 丰丰农场之肥虫豆豆（电视动画片）
申报单位：郑州高新区文化旅游局
主创人员：王谨、古彬
4. 生死瞬间（电视连续剧）
申报单位：上街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孙波、穆龙等
5.科普中国·小樱桃读科学（电视动画片）
申报单位：郑州高新区文化旅游局
主创人员：孙琦、张国晓
6. 渠首故事（电视片）
申报单位：郑东新区教文体局
主创人员：孔祥敬、黄宏莹等
7. 新四大名捕（电视连续剧）
申报单位：金水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水一方、穆龙等
8. 颂碑传世进学齐家（电视片）
申报单位：金水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戴希、王凯等

四、广播剧（1部）
1.刘禹锡
申报单位：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主创人员：刘朝阳、胡亚萍等

五、歌曲（10首）
1.携手同行
申报单位：登封市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王向民、郑洪涛等
2.用爱撑起一个家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联
主创人员：戚晓思、王国良等
3.红尘有梦
申报单位：登封市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薛明辉、郑洪涛等
4.我们的路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广新局
主创人员：申晟、郭亚琼等

5.梦想的光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联
主创人员：张建勋、于周源
6.爱的历程
申报单位：登封市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薛明辉、余红洲等
7.妈妈
申报单位：新郑市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赵园园、徐宁
8.骄傲的力量
申报单位：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主创人员：王宜谦
9. 向幸福杨帆
申报单位：新密市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王镜宾、森林等
10. 汉字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广新局
主创人员：阮志斌、徐子崴等

六、文艺类图书（8部）
1.出陈庄记（长篇小说）
申报单位：二七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尚攀

2.谢谢你路过我的青春（长篇小说）
申报单位：二七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梦情
3.维和南苏丹（纪实文学）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联
主创人员：史成军
4.风流梦、图书城、大厦经理（长篇小说）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联
主创人员：王奇峰
5.变（长篇小说）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联
主创人员：魏清海
6.薄冰（长篇小说）
申报单位：郑州市纪委
主创人员：王友谊
7. 读写生命大地（报告文学）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物局
主创人员：赵富海
8.中华国学经典诵读丛书（少儿国学
读物）
申报单位：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党政办
主创人员：李新路、吴建增

关于郑州市第二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暨第十九届文学艺术

优秀成果奖入选作品公示的公告
为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现将经各单位审核申报、各专业组初评、专家委员会评审等程序评出的郑州市第二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暨第十九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入选作品予以公示，公示期自即日起7天。
在此期间，凡对公示作品有异议的，可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向郑州市第二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暨第十九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进行反映。
电话：0371-67185665 67187861 通讯地址：郑州市中原西路233号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225房间 邮政编码：450007

一、图书类（9部）
1.花开无声（散文）
申报单位：登封市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杨龙江
2.披着狼皮的羊（小小说集）
申报单位：上街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马立坤
3.东方三圣（长篇电视小说）
申报单位：新密市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王镜宾
4.溱洧水长长（散文集）
申报单位：新郑市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赵宪立
5.有事就联系，没事各忙各的（小说）
申报单位：荥阳市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王伟强
6.风雅颂文丛三集（诗歌）
申报单位：郑州晚报社
主创人员：李韬
7.郑州 3000 年成语拔萃（少儿
读物）
申报单位：郑州副食品市场行业协会
主创人员：刘伟、耿帅
8.练习生活练习爱
申报单位：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主创人员：张明磊、何达崴等
9.文化名人（摄影集）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联
主创人员：张爱图、张蔚蔚

二、文艺评论（4篇）
1.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传承保护
传统文化
申报单位：新郑市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王霞
2. 当下小小说的前沿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广新局

主创人员：冯辉
3.豫剧现代戏要加重唱的成分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广新局
主创人员：王国章
4. 阅读命运中的轮转回环
申报单位：郑州小小说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主创人员：王彦艳

三、书法类（4件）
1.绮丽本色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联
主创人员：钟海涛
2.《印象郑州》篆刻作品集
申报单位：郑州二七纪念馆
主创人员：王晨
3.张亚强篆刻印痕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联
主创人员：张亚强
4.草书中堂
申报单位：郑州市书协
主创人员：李健

四、摄影类（9件）
1.大爱无疆
申报单位：金水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石小红
2.铁花洒满福塔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联
主创人员：龚首鹏
3.星空物语
申报单位：金水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郭雨歌
4.《幕后》纪实摄影
申报单位：郑州电视台
主创人员：程果
5.生命之光

申报单位：金水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葛露
6. 普天同庆
申报单位：上街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吴芳
7. 山乡晨曲
申报单位：新密市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杨明生
8. 河医魅影
申报单位：金水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陈亚伟
9. 巍峨太行
申报单位：郑州副食品市场行业
协会
主创人员：刘伟、梁良

五、大型文艺活动（5项）
1.“同一个城市 同一个梦”——2017
郑州市迎新春文艺汇演
申报单位：郑州电视台
主创人员：陈烨飞、曹爽等
2.“群星耀中原”2017年河南省群众
文化活动——郑州专场演出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广新局
主创人员：周玲娣、李桂玲
3.劳动者之歌——新密市五一劳动
节表彰文艺晚会
申报单位：新密市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黄向宇
4. 郑州声音——郑州市音乐家协会
合唱团建团10周年庆典音乐会
申报单位：郑州市音协
主创人员：朱金键、赵璐平等
5. 郑州市“喜迎十九大”广场舞比赛
暨第四届群众文化艺术开幕式
申报单位：郑州电视台
主创人员：朱付军、刘源等

六、民艺类（4件）
1.紫砂壶艺《吉祥三宝》组壶
申报单位：金水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郭占华
2.斜竹金沙泥茶具
申报单位：郑州黄河金沙泥艺术研究所
主创人员：王玲、张慧
3.汝瓷《高足海棠洗》（陶瓷）
申报单位：淬青堂陶艺工作室
主创人员：王向群、王婼瑶
4.豫新密瓷《承平盛世》（陶瓷）
申报单位：河南省政达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主创人员：李政杰、李会阁

七、美术类（6件）
1.中国当代美术家书系——笔墨中
原作品集（中国画类图书）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联
主创人员：白金尧
2.廿载岁华·郑州美术馆馆藏精品集
（馆藏作品集）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广新局
主创人员：朱广健
3.“麦尚情”郑州市第二届人物画作
品集（中国画类图书）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联
主创人员：邢玉强
4. 西吴河公园科普健身步道壁画艺
术设计（壁画）
申报单位：郑州市雕塑壁画院
主创人员：张松正、陈宗铭等
5.高考（油画）
申报单位：河南省山南文化艺术发
展有限公司
主创人员：刘添
6. 丹凤朝阳（雕塑）

申报单位：郑州市雕塑壁画院
主创人员：许亚松

八、曲艺类（2件）
1.洗车行轶事
申报单位：郑州市机动车修配管理处
主创人员：王新博
2.亲家过招
申报单位：中牟县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孙慧莹、郭莹莹等

九、音乐类（1件）
1.母亲的呼唤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广新局
主创人员：申晟

十、舞蹈类（3件）
1.十面埋伏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广新局
主创人员：王彭
2.中原风
申报单位：郑州市文广新局
主创人员：陈琳
3.静水流深
申报单位：黄河科技学院
主创人员：濮米雅、黄铄捷等

十一、微电影（3部）
1. 轩辕瑶
申报单位：郑州市影视家协会
主创人员：乔竹、修庆
2.事都赶到一块了
申报单位：二七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张惠民、姜守志
3.身边的恶魔之绝恐怖来袭
申报单位：二七区委宣传部
主创人员：张凯、贺双彬

郑州市第二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名单（共34件）

郑州市第十九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入选作品名单（共50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