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活动时间安排 

1.12 月 10 日，全天报到； 

2.12 月 11 日上午，展览开幕式；下午与会人员创作交流； 

3.12 月 12 日至 14 日摄影采风创作； 

4.12 月 15 日返程。 

二、报到地点 

地点：米易宁泽阳光酒店      

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安宁路 193 号   

电话：0812-8188111     

三、参加人员 

1.各报送作品单位有关领导 1名； 

2.第九届全国煤矿职工摄影展览作品的作者（附件 1）和领队 1 名; 

3.未入选单位可派 1至 2人观摩。 

四、注意事项 

1.请务必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前将参观展览人员回执表（附

件 2）发至邮箱：zgmksyjxh@126.com； 

2.展览期间统一安排食宿地点，费用自理。 

五、联系方式 

中国煤矿文联摄影分会：高跃冬 电话：010-64463642 

川煤集团米易宁泽阳光酒店：王丹丹 手机：18782356966  

六、报到相关事宜 

1.第一种方式：攀枝花机场距酒店约 90 分钟，西昌青山机场

距酒店约 1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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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九届全国煤矿职工摄影展览作品名单 
 

最佳作品 

序号 作品题目 作 者 单位 

1   前端检修 秦鸿彬 山西潞安集团  

2   黑精灵 （组 4） 张 帆 山西晋能集团 

3   见证“燃之美” 薛桂华 鸡西矿业集团 

4   洗浴的矿工 吴 昊 淮北矿业集团 

5   对视 轩传海 淮南矿业集团 

6   涅槃 韩冬燕 山东兖矿集团 

7   重工印象 李红斌 

8   我们的青葱时代（组 5） 岳公颖 

9   华灯初上的攀煤矿区 何正威 川煤集团攀煤公司 

10 金沙江畔上的煤都 洪计懋 

入展作品 

11 矿工   杜振杰 中国煤炭报社 

12 弧光     李喜庆 冀中能源股份公司 

13 丈夫无“三违”妻子来开奖 尹荣君 

14 采煤一线 宋春耕 

15 一个矿工的婚礼 宋春耕 

16 蓝天保卫战 潘建军 

17 舞动的精灵 张中年 

18 掘进先锋 高 科 

19 给爸妈的一封信 梁凤林 邢台矿业集团 

20 光爆的痕迹 周焕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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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耕海牧鱼 汤建中 开滦集团 

22 光明使者 刘东顺 

23 矿山雪景 冯海峰 

24 下井归来 袁福利 

25 等 赵玉华 开滦集团兴隆矿业 

26 聚焦 汤贵林 

27 矿工老哥 梁宏光 

28 井口迎亲人 宋庆广 大同煤矿集团  

29 攻克难关 石 磊 

30 千里黄河一壶收 刘连锁 

31 阿勒泰牧场 高 义 

32 矿区摩登 黄将男 山西潞安集团 

33 轮岗预案 秦鸿彬 

34 大学生队干 黄晓明 

35 煤海泛舟 李金良 阳泉煤业集团  

36 争分夺秒 王坚克 

37 开拓先锋 王坚克 

38 一把酸枣 王继堂 汾西矿业集团 

39 分享 高振华 

40 风雪一线 于家睿 山西晋能集团 

41 走过岁月 吴晓旭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 

42 煤海之夜 顾晓霞 

43 月之蛟龙 顾晓霞 

44 蛟龙出海 桑树辉 

45 快乐的矿工 桑树辉 

46 数九寒天战火魔   刘明宇 

47 我的矿工兄弟(组 6)  苏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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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冰雪竞技 吕凤明 内蒙古乌兰图嘎煤炭公司 

49 绿色矿区 吕凤明 

50 远航 刘 域 铁法能源集团 

51 征途 高景权 

52 抢险勇士   初 宇 

53 万木之魂·矸石山 (组 5) 王福民 鸡西矿业集团 

54 福 杨振春 

55 矿工摄影师 郭凤音 

56 幸福 郭凤音 

57 腊月忙年 陈国良 

58 矿工主人 姜玉琴 

59 众人“划桨” 陈 彪 淮北矿业集团 

60 高高兴兴去上班 王冬梅 

61 杂货铺 王冬梅 

62 矿山工匠 张万学 

63 留守儿童 孙可欣 

64 迷途 张 健 

65 天道酬勤(组 4) 王 群 

66 不忘初心(组 6) 薛 全 

67 班中趣事 薛 全 

68 红红火火 张光裕 

69 工业视界(组 4)                      轩传海 淮南矿业集团 

70 大电之路 夏桂银 

71 井筒开挖 徐金陵 

72 紧急排险 徐金陵 

73 酣战之后 徐 斌 

74 去产能之后 徐 斌 

75 从天而降 胡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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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建设者 胡清风 淮南矿业集团 

77 港口圆舞曲(组 5) 李 卫 

78 煤矿保洁排班室 陆士德 辛集矿业集团 

79 光明之桥 赵淮鸣 淮南东辰集团 

80 凌空 李明昌 萍乡矿业集团 

81 科技之门 易 芳 

82 送戏到井口 叶建华 

83 地下深处战尤酣 张 镇 江西乐矿能源集团 

84 矿山守护神 张 锐 兖矿集团 

85 千米井下的矿工(组 6) 张 锐 

86 奋战 张明朗 

87 桥架作业 李 芬 

88 力量 贾 鹏 

89 诉说 贾 鹏 

90 美丽的赵楼煤矿 张可东 

91 火神系列(组 6) 陈 杰 

92 签署合作协议 辛 闻 

93 真情流露 杨东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94 我的矿工兄弟 文 艺 

95 青春在这里闪光 汪昌和 

96 井筒作业 崔全良 

97 阳光 李 胜 

98 巡检 邓 戈 

99 炼焦工人 孙爱国 

100 大修 郑永泉 

101 迎接黎明 张 杨 

102 稳定 陈继业 

103 我爱你--阳光 陈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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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沸腾的矿山   王飞鸿 义马煤业集团 

105 地层深处采乌金(组 6) 谷桂生 湖南能源湘永矿业 

106 踊跃安全签名 黄 卫 重庆能源永荣矿业 

107 万丈高楼从地起 李 虎 

108 棚户区改造后的新区 徐增林 川煤集团攀煤公司 

109 出井 郝建洪 

110 新婚进新小区 张利玲 

111 工业旋律 何正威 

112 昔日矸石山 明天花果山 洪计懋 

113 老有所乐 张剑波 

114 夕映攀煤 张 箭 

115 安全大奖抱回家 宋 欣 川煤集团广能公司 

116 送春联 韦清方 

117 冒着酷暑除故障 贺全明 

118 祖国好 李晓波 

119 新生 何春燕 

120 四代同乐迁新居 张 戈 川煤集团威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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