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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幕式时间安排

1.8 月 22 日，全天报到；

2.8 月 23 日上午，展览开幕式。

二、报到地点

地点：中国书法大厦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科学大道 69 号

电话：0551-671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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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展览作品的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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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2 日前将参观展览人员回执表（附件

2）发至邮箱：271203453@qq.com；

2.展览期间统一安排食宿地点，费用自理。

五、联系方式

中国煤矿文联书法分会：盛军，电话：010-64241470；

中国书法大厦：颜静，手机：18556388803，

六、交通方式

1.合肥站距大厦约 17 公里；合肥南站距大厦约 1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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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八届全国煤矿职工书法展览作品名单

最佳作品

序号 书体 作者 单位

1 行书条幅 杜占存 开滦集团

2 行书对联 孙广泽 山西焦煤霍州煤电集团

3 篆书对联 尚佳轩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

4 刻字 王清菊

5 隶书中堂 戚志敏 国家能源准能集团

6 行书条幅 姜龙年 中国华能扎赉诺尔煤业公司

7 草书条幅 马海廷
辽宁铁法能源公司

8 楷书条幅 汪泳

9 篆刻 侯连华 阜新矿业集团

10 篆刻 陈伯舸 徐州矿务集团

11 草书中堂 闫增 中煤大屯煤电公司

12 楷书中堂 李建设
淮北矿业集团

13 楷书条幅 屈华忠

14 草书条幅 杨 斌
淮南矿业集团

15 篆刻 黄敬东

16 草书对联 张光旭 皖北煤电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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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体 作者 单位

17 隶书条幅 杨 景 中煤第三建设公司

18 篆书对联 庞夫玉 安徽宿州矿建中学

19 行书中堂 胡一舟
萍乡矿业集团

20 行书条幅 谭树华

21 隶书中堂 崔西林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22 隶书中堂 王同毅

23 隶书中堂 孙风来

24 行书条幅 庞海运 山东能源重装集团

25 篆书条幅 程新生 山东裕隆集团

26 楷书条幅 邱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27 隶书中堂 侯建伟

河南能源义煤公司28 篆书中堂 武利民

29 隶书对联 梁智博

30 篆书条幅 刘国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锦恒能源集团

优秀作品

序号 书体 作者 单位

1 行书中堂 梁庚宸 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

2 楷书条幅 白云飞 冀中能源华北制药集团

3 草书条幅 秦云 大同煤矿集团

4 草书中堂 王廉敏 山西焦煤集团

5 草书条幅 赵文杰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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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体 作者 单位

6 行书条幅 智慧珺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

7 草书条幅 王岳青
阳泉煤业集团

8 草书条幅 孙光伟

9 行书中堂 王理鑫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

10 行书对联 毕赵慧

11 草书条幅 崔向明

12 隶书中堂 宋军 山西长治羊头岭东掌矿业公司

13 楷书条幅 王维娇

辽宁铁法能源公司

14 隶书条幅 刘铭时

15 楷书条幅 孟岩

16 隶书条幅 耿红艳

17 篆书条幅 尤利文

18 隶书对联 刘春芝

19 隶书对联 徐梓原

20 篆书条幅 冯德新

21 篆书对联 孙旭东

22 篆刻 张洪琦

23 草书条幅 郭春峰 龙煤集团双鸭山矿业公司

24 行书条幅 刘茂德
徐州矿务集团

25 篆书条幅 张孝徽

26 隶书条幅 周鸿凌 江苏星光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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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体 作者 单位

27 隶书中堂 董承杰

淮北矿业集团28 楷书条幅 文进

29 楷书条幅 魏新忠

30 楷书条幅 吕孝军
淮南矿业集团

31 篆刻 张林

32 篆书对联 杨丽珺 皖北煤电集团

33 楷书条幅 许向阳 皖江物流铁运公司

34 行书条幅 张文华 国家能源集团福建能源公司

35 楷书条幅 单伟 萍乡矿业集团

36 草书中堂 陈彦丰

兖矿集团37 楷书条幅 张瑞民

38 篆刻 李合勋

39 行书条幅 李元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40 楷书条屏 武连营

41 楷书对联 崔培铎

42 隶书中堂 胡跃东 山东裕隆矿业集团

43 行书条幅 宋协一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44 行书中堂 禹水营

45 隶书条幅 张俊峰 河南能源义煤集团

46 楷书条幅 刘四新 河南能源焦煤集团

47 刻字 冯清修 四川华蓥山广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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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体 作者 单位

四川华蓥山广能集团

48 刻字 蒋涛

49 草书条幅 聂政

50 隶书中堂 唐源茂 湖南煤矿安全装备公司

入展作品

序号 书体 作者 单位

1 行书中堂 杨松梅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2 楷书中堂 江胜明 中国煤矿文工团

3 草书中堂 汪荣生

开滦集团

4 行书条幅 郑连生

5 行书条幅 解东霞

6 楷书条幅 许静晨

7 楷书对联 王学建

8 隶书中堂 孙连福

9 草书条幅 杜泽民

10 篆刻 王燕平

11 楷书条幅 王晓奇
承德兴隆矿业公司

12 草书条幅 杨文智

13 刻字 王建华

冀中能源股份公司
14 草书条幅 严成举

15 楷书条幅 李功军

16 刻字 王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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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体 作者 单位

17 行书条屏 张剑波 冀中能源井矿集团

18 篆刻 刘胜君 冀中能源邯矿集团

19 楷书对联 贺书席 冀中能源邢矿集团

20 楷书条幅 高林涛 冀中能源华北制药集团

21 行书条幅 刘天军 山西煤炭文化体育联合会

22 隶书对联 张景隆

大同煤矿集团
23 楷书条幅 刘文

24 楷书条幅 刘巧玲

25 篆书对联 薄文秀

26 楷书条幅 武志勇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

27 草书条幅 郭书平

28 行书条幅 李晓鹏

29 篆书中堂 曹秋生

30 篆书条幅 赵芳

31 楷书中堂 智尚渊

32 草书条幅 周先宝

33 篆刻 安俊峰

34 楷书对联 赵润生

35 草书条幅 张清梅

36 草书中堂 李文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

37 楷书中堂 王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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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体 作者 单位

38 篆刻 霍树平 山西焦煤霍州煤电集团

39 行书条幅 袁学林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

40 草书条幅 刘俊林

41 楷书条幅 王俊红

42 行书条幅 郭建光

43 篆书对联 戚庆春

44 楷书条幅 罗建敏

45 隶书对联 杨淑云

46 刻字 杨淑云

47 刻字 王艾军

48 楷书条幅 郭明霞

49 篆刻 武玉川 阳泉煤业集团

50 行书条幅 闫接囤
潞安矿业集团

51 草书条幅 米平泽

52 隶书条幅 李岚 中国煤炭博物馆

53 隶书中堂 云海军
国家能源准能集团

54 隶书条幅 白玉峰

55 楷书条幅 刘鹏

中国华能扎赉诺尔煤业公司
56 草书中堂 李炳新

57 行书条幅 吴玉华

58 行书中堂 姜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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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体 作者 单位

59 楷书条幅 王志坚

辽宁铁法能源公司

60 隶书条幅 张淑珍

61 草书中堂 张洪祥

62 草书条幅 赵文生

63 隶书对联 孟莉敏

64 隶书条幅 李家田 辽宁抚顺矿业集团

65 篆书条幅 蒋宇明

龙煤集团鹤岗矿业公司66 楷书条幅 汝灿廷

67 行书对联 谷峪

68 篆刻 郭春峰

龙煤集团双鸭山矿业公司
69 草书中堂 吕洪冰

70 草书条幅 张雅森

71 篆刻 张雅森

72 隶书中堂 陈伯舸 徐州矿务集团

73 楷书条幅 李士杰

淮北矿业集团

74 隶书中堂 叶华宾

75 隶书中堂 陈召松

76 隶书中堂 王从成

77 草书条幅 周青云

78 楷书条幅 刘琳
淮南矿业集团

79 草书中堂 朱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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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体 作者 单位

80 篆刻 任涛

81 隶书条幅 张文建

82 楷书条屏 吕国龙

83 楷书条幅 张献

84 草书条幅 周锋

皖北煤电集团85 草书条幅 任安全

86 篆书中堂 王海良

87 刻字 杨景 中煤第三建设公司

88 行书对联 杨海

安徽淮海实业集团89 隶书条幅 马凤山

90 隶书条幅 赵炳社

91 草书中堂 刘颍州 安徽阜阳市能源局

92 草书对联 文涛

萍乡矿业集团
93 草书条幅 李明昌

94 行书条幅 何建萍

95 行书条幅 周金山

96 草书条幅 许金红
兖矿集团

97 隶书对联 孔爱民

98 楷书中堂 陈敏安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

99 行书条幅 张宗军

100 隶书中堂 单国年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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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体 作者 单位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

101 行书条幅 胡振国

102 行书对联 王永锬

103 篆书条幅 张严

104 行书条幅 马运葆

105 篆书条幅 宋颖

106 篆书中堂 周静

107 篆刻 刘帅

108 草书条幅 白如雪

109 行书条幅 张远征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

110 隶书中堂 宋来智

111 楷书条幅 刘振波 山东能源重装集团

112 行书中堂 李玲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113 隶书中堂 刘春光

114 隶书条幅 刘延伟

115 篆刻 刘东亚

116 草书条幅 李国强

河南能源义煤集团

117 行书条幅 秦敏

118 篆书条幅 张三套

119 行书中堂 刘建湘

120 篆刻 于春奇

121 草书条幅 李国庆 河南能源焦煤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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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体 作者 单位

河南能源焦煤集团

122 草书条幅 吴梦韬

123 行书对联 史林国

124 楷书条幅 孙文君

125 楷书中堂 姜世军 河南能源鹤煤集团

126 草书中堂 苗超群 河南能源永煤集团

127 草书条幅 李金海 郑州煤炭集团

128 行书条幅 岳万樑 重庆能源集团

129 刻字 聂政

四川华蓥山广能集团

130 刻字 陈平

131 篆刻 蒋涛

132 篆刻 胡刚

133 隶书条幅 陈平

134 隶书条幅 冯清修

135 楷书条幅 杨敬敏 陕西省煤田地质工会

136 楷书条幅 惠增强 国家能源神东煤炭集团

137 篆书中堂 孙汝雷
陕煤化韩城矿业公司

138 行书条幅 张荣辉

139 楷书中堂 俞雪山 窑街煤电集团

140 篆书对联 何益民

靖远煤业集团141 草书条幅 吴轼夫

142 行书对联 薛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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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体 作者 单位

143 楷书中堂 王英

华亭煤业集团
144 楷书条幅 高建雄

145 楷书中堂 高璇

146 草书中堂 崔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