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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第五届中国煤矿艺术节 
第八届全国煤矿职工声乐器乐展演推选结果 

 

民族唱法十佳歌手 

序号 姓名 曲目名称 单位 

1 柴智峰 红红的太阳升起来 大同煤矿集团 

2 钟玉生 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 大同煤矿集团 

3 董润明   桃花红杏花白 阳泉煤业集团 

4 赵丽焕   矿山的女人 冀中能源股份公司 

5 司云霞 高山流水 晋城煤业集团 

6 李奕璇 大展宏图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 

7 王楠楠 黄河渔娘 开滦集团 

8 王云刚 煤矿工人好可爱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9 李蓉蓉 我爱你中国 阳泉煤业集团 

10 李彦飞 矿工的爱，黑色的爱 阳泉煤业集团 

 

美声唱法十佳歌手 

序号 姓名 曲目名称 单位 

1 张鹏 祖国万岁 开滦集团 

2 牛娜娜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晋城煤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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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宋紫云 漫步街上 开滦集团 

4 杜凯 船工号子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5 白成 沁园春·雪 大同煤矿集团 

6 王姣 我的矿工兄弟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7 曹玉梁 那就是我 辽宁铁法能源公司 

8 周晓博 星光灿烂 大同煤矿集团 

9 李晓光 安全为天 国家能源神东煤炭集团 

10 刘勇 矿工万岁 辽宁铁法能源公司 

 

流行唱法十佳歌手 

序号 姓名 曲目名称 单位 

1 
王超、张宁、 

靳添浩、苗琦 
坚守 开滦集团 

2 杨文琛 等待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3 郭真珍 我是一只小小鸟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4 陈亚林 加油干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5 郭彦男、段海晶 上下情歌 大同煤矿集团 

6 李玉娟 泪海 大同煤矿集团 

7 常金 我是矿工 开滦集团 

8 
黑俊龙、孙金龙、

李凯 
天边的额吉 扎赉诺尔煤业公司 

9 张智 矿工兄弟我为你歌唱 国家能源神东煤炭集团 

10 李靖宇 难道 神火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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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十佳演奏员 

序号 姓名 乐器 曲目名称 单位 

1 昝光昭 竹笛 秦川抒怀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2 赵俊森 唢呐 正月十五闹雪灯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3 李延川 萨克斯 Pick Up 国家能源宁夏煤业公司 

4 杨文杰 唢呐 黄河水情深 阳泉煤业集团 

5 韩影 四胡 腾飞的草原 大同煤矿集团 

6 王云波 萨克斯 SUNSET 晋城煤业集团 

7 
吴霞、张华信、

昝光昭、赵俊森 
器乐重奏 黑土地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8 李晓光、崔俊春 筝箫 情醉江南雨 国家能源神东煤炭集团 

9 梁峰 吉他 The Extremis 开滦集团 

10 刘佳 二胡 战马奔腾 淮北矿业集团 
    

 

 十佳煤矿题材歌曲 

序号 歌曲名称 作词 作曲 推荐单位 

1 煤矿工人好可爱 王健 王健、刘红彬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2 我的矿工兄弟 杨明华 贾文亮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3 平安是福 云飞 李晓光 国家能源神东煤炭集团 

4 美丽的平凡 曹玉梁 曹玉梁 辽宁铁法能源公司 

5 矿山的女人 邓丹心 申月魁 冀中能源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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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献给矿工的祝福 张枚同 董茂贤 大同煤矿集团 

7 上下情歌 李双雄 郭彦男 大同煤矿集团 

8 矿魂 董帅 康亮 开滦集团 

9 坚守 王和贤 张宁 开滦集团 

10 煤海风流 王新民 康景茹 内蒙古伊泰集团 

 

民族唱法优秀歌手 

序号 姓名 曲目名称 单位 

1 崔德升 儿行千里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 

2 
张小许、许羽、 

尚敏、张诚军 
锦绣前程 华亭煤业公司 

3 上官步洪 献给矿工的祝福 大同煤矿集团 

4 陈雷 大江南 山东能源龙矿集团 

5 暴琳、牛娜娜 阳光大家园 晋城煤业集团 

 

美声唱法优秀歌手 

序号 姓名 曲目名称 单位 

1 邱磊 你的眼神 辽宁铁法能源公司 

2 洪雪娇 矿工兄弟 
国家能源神东煤炭集

团 

3 张鹏 跟你走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 

4 王彪 两地曲 大同煤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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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唱法优秀歌手 

序号 姓名 曲目名称 单位 

1 温杰 绿叶对根的情谊 开滦集团 

2 刘栗征 再见一面 开滦集团 

3 马洁 木兰情 阳泉煤业集团 

4 康景茹 煤海风流 内蒙古伊泰集团 

5 宋君 平安是福 淮北矿业集团 

6 马锦龙 故乡的云 大同煤矿集团 

7 马思佳 就恋这把土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 

8 冯明 矿工好兄弟 阳泉煤业集团 

9 杨阳 黑兄弟 华亭煤业公司 

10 杨金凯 催征鼓 晋城煤业集团 

11 殷风涛 唱给十年后的自己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 

12 薛岗 忆陕北 国家能源神东煤炭集团 

13 马吉峰 追寻 扎赉诺尔煤业公司 

14 冯莉 感恩之歌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器乐优秀演奏员 

序号 姓名 乐器 曲目名称 单位 

1 王夏豪 竹笛 扬鞭催马运粮忙 大同煤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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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超 古筝 将军令 大同煤矿集团 

3 王娜 手风琴 组曲 大同煤矿集团 
    

  

优秀煤矿题材歌曲 

序号 歌曲名称 作词 作曲 推荐单位 

1 矿工兄弟 李晓光 李晓光 
国家能源神东煤炭集

团 

2 黑兄弟 杨玉鹏 杨秀锋 
华亭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 

3 我是矿工 常金 常金 开滦集团 

4 一线兄弟 
赵则彬、樊静

波 
樊静波 大同煤矿集团 

5 老师傅 王炎、陈红松 侯健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6 砥砺前行 秦江松 姚亮亮 晋城煤业集团 

7 我们要去矿山 马洁 毕夏丽 阳泉煤业集团 

8 阳光大家园 秦江松 张磊 晋城煤业集团 

9 
矿工兄弟我为你唱

歌 
任满翊 李晓光 

国家能源神东煤炭集

团 

10 祖国我看到了 秦江松 王春风 晋城煤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