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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幕式时间安排

1.8 月 9 日，全天报到；

2.8 月 10 日上午，展览开幕式。

二、报到地点

地点：北国之骄酒店

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永昌路 47 号万家惠南门大厅

电话：0477-8127111

三、参加人员

1.各报送作品单位有关领导 1 名；

2.第八届全国煤矿职工美术展览作品的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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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9 日前将参观展览人员回执表（附件

2）发至邮箱：75384886@qq.com；

2.展览期间统一安排食宿地点，费用自理。

五、联系方式

中国煤矿文联美术分会：方沁，电话：010-64463442；

内蒙古伊泰集团：尹伟光，电话：0477-8565431，手机：

18947772001。

六、交通方式

1.鄂尔多斯机场，距酒店约 50 公里；乘机场大巴到东胜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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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八届全国煤矿职工美术展览作品名单

最佳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画种 作者 单位

1 盼 油画 孙浩

开滦集团
2 八百春秋图 国画 郑瑞章

3 雁过秋山 国画 刘作祥

4 情系太行 国画 孙连福

5 抹灰小子亦风流 国画 张红曦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6 高高兴兴回家 国画 张韶山 大同煤矿集团

7 花开盛世 国画 陶亚力 中煤平朔集团

8 无题 国画 韩东生
阳泉煤业集团

9 镜 版画 马淑荣

10 生命的红线 国画 王玉荣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

11 守望者 油画
李丹阳

张起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

12 寒林浅谈素羽飞 国画 王俊红

13 金时金日 版画 高乐 伊泰集团

14 今天是老公的生日 国画 赵列墨 国家能源神东煤炭集团

15 历程·印记 水彩画 高景权 辽宁铁法能源公司

16 矿山梦 国画 孙书杰 阜新矿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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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矿业集团

17 紫气禅和 国画 毕珠光

18 蒸汽时代 国画
王春涛

侯镇家

19 我的矿工兄弟 国画 于照民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

20 明天 油画 凌海 徐州矿务集团

21 街角 水彩画 董方 淮北矿业集团

22 其乐融融 国画 张光旭 皖北煤电集团

23 煤城金秋 国画 薛广宇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

24 青山叠翠 国画 张全胜

25 静谧 国画 苏丽香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26 修火车的技术先锋们 油画 孟祥伟

27 淇水悠悠 国画 罗洪彬 河南能源鹤煤集团

28 冬日暖阳 国画 赵玉平 河南能源焦煤集团

29 餐桌 水彩画 张平 贵州盘江煤电股份公司

30 郖岱途中 国画 寇大军 贵州六枝工矿集团

优秀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画种 作者 单位

1 矿山脊梁 油画 张兆星 国家能源集团

2 我的工友 国画 张霖生

开滦集团

3 花开无声 国画 梁月

4 煤都春色 国画 邢国有

5 光明使者 水粉画 陈伟伟

6 出罐图致矿工老哥 国画 习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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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滦集团

7 金色年华 国画 尚得中

8 矿工之歌 国画 张绍武

9 矿工游击队 国画 王振兴

10 火红年代 国画 周祖光

11 故乡的云 国画 海文涛
冀中能源股份公司

12 远去的矿山 国画 王长江

13 太行红山谷秋色 国画 龙晨亮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14 盛世欢歌 国画 魏鹏

大同煤矿集团15 地层深处 版画 李青春

16 传者之歌 国画 梁屹

17 太行山上 版画 崔群

阳泉煤业集团18 星火 国画 杨文云

19 矿工生活花絮 版画 郭贵明

20 万壑千岩锁翠烟 国画 郎宝明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21 唯有家山不厌看 国画 雷玉林

22 收工 油画 韩羽

23 草原上的阿尔斯愣 国画 宋海靖
伊泰集团

24 套色剪纸 剪纸 陆辉

25 家 国画 孙佳

辽宁铁法能源公司26 孝德传家 国画 白荣革

27 新苗 油画 张振武

28 丰碑 国画 赵学峰 阜新矿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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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矿业集团

29 情系煤海 国画 孙永光

30 我的父辈们 国画 李树革

31 山村静封七彩梦 国画 秘彦明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

32 迎春曲 工笔画 储可民 龙煤集团鹤岗矿业集团

33 花鸟组合 国画 马凤山 淮北矿业集团

34 山隐图 国画 杨家和
淮南矿业集团

35 富贵神仙 国画 朱国好

36 铭山印水图 国画 马铭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37 仿古山水 国画 刘毅

38 山水 国画 刘学海

39 古风清韵 国画 李毓澍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

40 你好！旧时光 国画 李馨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41 巍巍太行 国画 付国华

42 夏至伏牛山 国画 路俊杰

43 梵音秋雨 国画 王晨

44 瑞年 国画 何三宝 河南能源焦煤集团

45 矿山早晨 国画 刘芳 贵州盘江煤电股份公司

入展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画种 作者 单位

1 松梅图 国画 杨松梅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2 绿叶咸阴子满枝 国画 钮雪敏

3 荷塘清韵 国画 杨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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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梅兰竹菊 国画 杨东生

开滦集团

5 一丝不苟 国画 郑四宝

6 不能忘记 国画 可春一

7 矿山春情 国画 薄惠明

8 抗日英雄节振国 油画 黑德友

9 苍翠溪声 国画 孙连福

10 快乐老太俏夕阳 国画 张长虹

11 幽谷鸣泉声 国画 程灿利

12 桃红又是太行春 国画 杨振军

冀中能源股份公司13 大台闲居图 国画 杨岩军

14 家在山水间 国画 胡彦军

15 欣欣向荣 工笔画 陈静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16 牡丹 国画 顾彩虹 冀中能源邢矿集团

17 印象暖泉 国画 张卫平

大同煤矿集团18 黑与白 国画 李世文

19 山水 国画 赵焕之

20 一丝不苟 素描 冯阳

阳泉煤业集团
21 交心 油画 张岳云

22 祈福 烙画 任向东

23 风雪矿工 国画 孟昭良

24 逐梦天下煤海 国画 杨淑云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

25 矿山新居 国画 王清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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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曾经的矿山蒸汽机 版画 陈涛 华能扎赉诺尔煤业公司

27 守望 国画 马文学
辽宁铁法能源公司

28 金色童年 国画 曲同英

29 光明的使者 国画 张占国 阜新矿业集团

30 瑞雪丰年 国画 李国栋 吉林省煤业集团

31 小花 油画 徐丹 通化矿业集团

32 山秋乌金城 国画 尹逊光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

33 两个行走的矿工 木刻 殷阳 徐州矿务集团

34 江山无限 国画 梁晓懿

淮北矿业集团
35 暖阳 国画 许云

36 溪山秋色 国画 周凤安

37 雨中即景 水粉画 李原野

38 升井 国画 耿多华
淮南矿业集团

39 矿工兄弟 国画 杨国彪

40 鲁南春意 国画 冯文亮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

41 大美家园 国画 刘爱莲 萍乡矿业集团

42 六顺图 国画 于泉城 山东能源龙矿集团

43 自有清气留人间 国画 闫德海
兖矿集团

44 荷韵国画 国画 张慧

45 流年似锦 国画 罗蜀渝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46 采光人 国画 李胜

47 烟云出岫 国画 焦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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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48 天勋地荒季 国画 张广义

49 能之源 国画 王建平

50 明月玉屏中 国画 邢新平

51 诗意太行 国画 郑建勋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

52 和气满堂 国画 许跟虎 河南能源焦煤集团

53 清梦 国画 米和平 河南能源鹤煤集团

54 清香溢远 国画 宋玉涛 陕煤化澄合矿业公司

55 开门红 国画 丁思东
贵州盘江煤电股份公司

56 国色天香 国画 李桂霞

57 雪中送炭 油画 王晓林 窑街煤电集团

58 心绿 国画 何建 靖远煤业集团

59 热土 国画 康移风 湖南当代中国画创作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