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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第五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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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第五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

奖共评选出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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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入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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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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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在

此期间#凡对评选结果有异议的#可通

过电话!电子邮件向评奖办公室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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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第五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

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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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第五届文学艺术
优秀成果奖获奖作品名单

优秀作品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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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单位"

文学类

%公子桃花& 柳岸 '王相勤(

%羊来羊去& 阿慧 '李智慧(

%万木春& 宋志军

%英雄的情话& 董雪丹

%她手中的烟&外二首 霍楠囡

%巨岩碎涛& 张新安

%符氏三皇后& 李乃庆

%游王屋山& 梁 颖

%隔岸烟花& 王猛仁

%甲骨文赋& 徐青锋

美术类

%第一班车& 刘 叶

%家园& 车梦路

%寒烟笼禽& 秦英豪

%衣服都去哪儿了& 刘华东

%家)园
=>?!

& 李 翔

%那时花开& 程瑞英

%夏娃)不迷茫& 张玉仙

%丰碑& 丁志伟

%闲暇& 李永华

书法类

%文心雕龙选录& 李 为

隶书%兰亭诗&中堂 李树祥

隶书%滕王阁序& 杜国库

%小楷条幅& 田云峰

%录兰亭诗六首& 闫永红

%行书六尺条幅& 张付春

%行书六尺条幅& 李 珂

%草书中堂& 袁海船

%篆书书论& 刘文勇

%篆书自作词一首& 徐青锋

杂技类

%单手顶& 周口市杂技团

摄影类

%豫东乡村记事& 刘传生

%梦& 王月明

音乐类

二胡独奏%忆& 范明磊

唢呐独奏%豫宛情& 王志刚

%万姓同根& 李乃庆

舞蹈类

%岁月流年& 鲁恩雄

%羊年欢歌& 周口红霞舞蹈学校

戏剧类

%摩的& 太康县道情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清廉彭鹏& 周口市戏剧艺术研究院

曲艺类

%姜子牙卖面& 王在礼

%革命征程未下鞍& 王振山

民间文艺类

%炕头瞧画书& 张振福

%灵猴系列& 刘保青

%盛鱼的篓& 张 辉

%红色之都&%华屋& 邵 波

广播影视类

%第六届*河南省美德

少年+表彰会暨未成年人

文化经典诵读观摩会& 周口广播电视台

%周口 我可爱的家乡& 周口广播电视台

%柳暗花明& 周口广播电视台

%曲随时代 艺为人民

周口广播电视台

%老狼请客& 周口广播电视台

文艺评论

%老子思想对周口作家群

创作实践的影响& 任 动

%电影
@

天生一对
A

中荷利

和安妮的形象分析& 陈莉娟

%电影
@

立春
A

中的声乐

艺术赏析& 李 磊

%军营的青春画卷& 宋志军

%拜读著作#缅怀藏族音乐

学家嘉雍群培先生& 康 乐

入选作品奖!

3!

件"

文学类

%青玉& 张功林

%伤心的头发& 张运祥

%二十年的承诺& 施修兴

%选会长& 邓同学

%记住汾河不著脂粉的脸&'外一首( 孙新华

%一条小路&'外一首( 孙 琳

%邵超散文诗&四章 邵 超

%光亮和温暖& 董素芝

%浣溪沙)七十二峪& 毛维娜

%我们都是大人物& 顾振威

%心空回声& 薛顺名

%冰淇淋的眼泪& 彭永强

%黄土恋& 毛琦 支建伟 于扬

%秋风辞 心灵碎片& 李新峰

%打沙& 钱良营

%情感物语& 红鸟'雷忠杰(

%羊喻三说& 翟国胜

美术类

%剩下的盛夏& 郭 鑫

%在路上& 王敬宇

%鸣沙山的夕阳& 石 磊

%春雨梨花香& 王志全

%山行留客& 张继红

%人群之一& 熊金华

%神篨镇创业谷瓷片

景观延续设计& 周 雷

%霾& 杨 林

%苗寨风情& 王 健

%素韵& 马义畅

%古源秋歌& 吴学习

%碧水穿林& 李 丕

书法类

%诸葛亮前出师表& 赵世贵

%篆书蔡邕书论节选& 轩敬贤

%唐朝韩愈
@

师说
A

& 许春梅

%陈继儒
@

小窗幽记
A

选抄& 张慧敏

%篆刻四尺对开条幅& 叶新彦

%书法
@

孔子家语
A

& 何 岩

%豫东印人陈国旗朱迹& 陈国旗

%隶书中堂& 葛雪生

%兰亭序& 韩宏臣

%前贤题画诗六首& 李龙喜

杂技类

%大飞轮& 项城杂技艺术学校

%太空漫步& 西华飞虎杂技团

摄影类

%抢收& 肖海清

%盛世龙腾& 刘 强

%赶庙会& 张 翔

%远山的呼唤& 王成东

%童年& 王和平

%雨荷& 袁东升

音乐类

%卡洛#请听我说& 马艳星

歌曲%妈妈的爱& 周口市文化馆

%遵法崇廉心自安& 李荣华

舞蹈类

%舞)恋)青春& 周口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我的青春我做主& 胡东映

%我比太阳起得早& 周口市舞苗舞蹈学校

戏剧类

%玉梳记&唱段 唐小柯

%泪洒相思地&唱段 陈春玲

%升仙桥&唱段 刘秋红

%卖苗郎&唱段 范瑞峰

%红高粱&唱段 杨金杰

%宇宙锋&*装疯+唱段 于晓莉

%梁祝&*忆十八+唱段 李海超

曲艺类

快板书%酒神拔牙& 范晓公

河南坠子%罢宴& 郸城县坠剧团

%歌颂焦裕禄& 赵雪丽

广播影视类

%夺路而逃& 河南三川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爱无言& 周口广播电视台

%幸福周口,,,

-$,!

周口市春节联欢晚会& 周口广播电视台

%口上*小女人+

抗战真巾帼& 周口广播电视台

%真假猪八戒& 周口广播电视台

微电影类

%小财奴& 杨荣良 彭刚

%养护工& 范新德'笔名范卜斗(

%红发卡& 河南老兵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彩虹总在风雨后& 太康县

文艺评论类

%中国绘画之尚雅审美理念& 范景恩

%沙河岸边鼓声响

,,,沙河大鼓的渊源及流变& 陈国旗

%浅论古典诗歌的节奏之美& 鹿 斌

作品名称 作者!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单位"

,,,访沙河大鼓传承人王振山&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消费市场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陈聪(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

局长吴浈
()

日说# 经过多年的发展#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消费市

场!第一大原料药出口国"

吴浈在当天举行的
)*+,

年发展

中国家药品质量管理研讨班开班仪

式上说#中国现有近
-***

家原料和制

剂企业# 医药制造业年度主营业务收

入超过
)?-

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有近

-*

家制剂企业通过欧美的认证或检

查# 医药制造品出口额超过
+.-

亿美

元# 这说明中国医药产业已经具备为

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安全可靠医药产

品的能力"

)*+-

年#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获

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吴浈就此

指出# 中国医药产业正在为全球创新

药物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全球疾

病预防和健康保障领域发挥着积极

作用"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

抗疟药# 青蒿素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这一发

现被称为*

)*

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

学创举+"

吴浈同时指出# 中国在医药经济

和药品监管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药品研发!生产!流通和使用存在

地区间的不平衡性# 药品监管存在地

区间的不协调性等问题"除此之外#随

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药品在研发!

生产和使用等方面呈现出多样性和复

杂性"

为切实加快药品审评审批速度!

解决药品注册积压问题# 食药监总局

今年在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方面进

一步采取措施#取得良好效果"吴浈就

此指出# 食药监总局重新确定了新药

定义和分类# 明确了仿制药必须与原

研药质量疗效一致的审评标准# 建立

了以临床疗效为主导的药品审评制

度#在强调药学!工艺!质量的基础上#

重点关注药物临床试验结果# 保证上

市药品的临床疗效"

砥砺奋进的五年

动能转换提振发展信心
!!!从"活#字看中国经济年中基本面

!

新华社记者 姜琳 张辛欣 高亢

新态势!"活#力愈发显现

变中求新#新中突破" 上半年#转型

中的中国经济在*增量崛起+与*存量变

革+中加速推进"

扫码进店#随意选货#自动买单#甚

至连手机都不用掏--上周在杭州 *亮

相+的首个无人超市#不仅给顾客带来炫

酷体验# 还可能彻底革新零售模式和供

给方法"

蚂蚁金服技术实验室高级技术专家

曾晓东告诉记者# 物联网技术将每个商

品!每份订单!每位客人*数字化+#并通

过大数据分析实现进货品种和摆放位置

的精准安排"*效率高了#成本低了#超市

也更加.善解人意/" +

不止无人超市#可随意摘挂的*壁纸

电视+!*扫码即开+的共享汽车!*一键感

应+的智能家居!*无现金+城市--上半

年#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应用快速

涌现" 特别是物联网# 正从概念变成现

实#走进寻常百姓家"

一方面#全新*增量+正在崛起0另一

方面#量大面广的*存量+也在加速改造

提升#释放出新的活力"

当不少家电企业还在靠*打价格战+

促销时# 格力电器已经实现了从卖产品

到提供智能装备的*蝶变+"

自主研发近
,$$

种自动化产品#覆

盖了工业机器人!大型自动化线体等
,$

多个领域#累计销售额超过
,$

亿元" 格

力电器的华丽转身# 成为传统行业大力

推动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

月份#我

国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
,,?4B

和
,$?4B

#均远高于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网上零售*跑+得更快#

,

月至
!

月# 全部网上零售额增长高达

4-?!B

"

*上半年#我国工业技术改造投资也

呈高增长态势" 这些都说明新动能在快

速发展壮大# 新旧动能转换步伐正在加

快" +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说"

新机遇!不创新无"活$路

创新创造!培育发展新动能#既有旧

动能乏力的倒逼因素# 也有寻求新机遇

的主动作为"

*越是市场竞争激烈! 低端产能过

剩#越需要创新来解决现有问题!提高生

产效率!找到发展出路" +格力电器董事

长兼总裁董明珠说"

*不转 #就没有活路 0慢转 #就会落

后"+亨通集团执行总裁钱建林深有感触

地说#江苏曾有上百家通信电缆企业#当

电缆逐渐被光缆替代后# 一大批企业倒

闭#其中不乏一些规模较大的公司"要活

下来#必须瞄准行业前端#转得早!转得

快"

从光纤到光棒再到刚刚测试成功的

!$$$

米海底光缆#亨通集团自主研发的

多款产品打破发达国家垄断# 实现了从

*跟跑者+到*领跑者+的跨越" 加倍提升

的效益更激励企业持续创新" 其新一代

光棒生产制造车间# 占地面积不到一万

平米#仅
4$

名员工#一年产值却高达十

几亿元"*这在过去传统粗放的发展时代

是不可想象的" +钱建林说"

创新带来机遇#效益强化信心"在东

北老工业基地# 一批国企也迈出转型大

步#走出了新的增长路径"

上半年 # 吉林化纤集团实现产值

#"?5"

亿元#销售收入
#$?-5

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3B

和
-"?!B

0纤维出口额增长

,?!

倍"

吉林化纤集团党委书记刘宏伟介

绍说#人造纤维的常规产品国际国内均

产能过剩 #但功能性 !高性能产品却存

在很大缺口"通过提品质!拓品种#对传

统人造丝优化升级#这种以市场需求为

指向的转型收效明显#一季度出口人造

丝占据了
#$B

以上的国际高端市场"

新挑战!如何激%活$满池水

无疑# 中国经济源头再注活水" 但

是#从深处彻底搅活满池之水#仍需快马

加鞭"

*上半年经济增长的积极变化增

多 #但整体看 #好的动力还不足 #新

旧动能接续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 +

原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

晓河说 #下半年还需要在结构调整 !

动能转换方面下更大功夫 # 把更多

力气放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质量

效益上 "

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必须将*激

活+*育新+*改旧+有机结合"在培育新兴

产业的同时# 一刻也不能放松对传统产

业的改造升级"

中国两大服装基地之一的江苏常

熟#随处可见*一间房!几台缝纫机+的制

衣小厂"

*为了帮助企业技术提升#我们推出

了.科技创新券/"无论企业规模多小#只

要实实在在技改#哪怕.一根针/的改造

都可以获得补贴"+常熟市科技局副局长

陈岚告诉记者"

小小一张券#极大释放了创新活力#

常熟既成长起来一批 *科技小巨人+企

业#传统小微企业实力也不断增强" *老

树+与*新枝+并重#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

的整体跃升"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

活力$是生命力$也是衡量经济

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

年行程

过半$中国经济结构在改革中优化$

活力在创新中增长$ 信心在转型中

提升% 无论宏观数据$ 还是微观企

业$均显示"转#的进程在加快$"新#

的态势在显现 $"活 # 的气质在提

升%

陕西运用大数据完善信用体系破解!执行难"

!

新华社记者 陈晨 李浩

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

中心的电脑屏幕前# 执行局法官高甲

星轻轻点击鼠标进入最高人民法院

*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一批被执行人

的存款!证券!股权等财产信息一览无

余" 简单几个操作过后#一名*老赖+远

在千里之外的银行账户便被冻结 #整

个过程仅用时几分钟"

*过去办理这样一起执行案件#仅

查清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 我们就得

.登门临柜/一家一家银行跑#之后还要

去异地办理财产冻结" 一个案子办下

来#往往耗时数月" +高甲星说#这是大

数据和信息化建设给执行工作带来的

巨大变化"

生效判决难以执行#判决书成了群

众口中的*法律白条+#是长期以来困扰

各级法院的*老大难+问题#更严重影响

了司法公信力" 近年来#陕西各级法院

通过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等手段创新

执行措施# 不断加大执行力度#*执行

难+问题得到切实扭转"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阎庆文

说#目前#陕西全省
,-,

家法院全部连

通最高法院*总对总 +网络查控系统 #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对被执行人存款 !

证券! 股权等
,#

类
,.

项财产信息的

在线查询" 同时加强与公安!民政!土

地!房产!工商等部门的沟通协调 #建

立起*点对点 +网络查控机制 #实现对

被执行人车辆 !婚姻 !低保 !房地产和

所办企业等信息的省内联查# 形成将

被执行人主要财产*一网打尽+的信息

平台"

借助大数据平台#执行工作模式得

到重大变革"

-$,.

年
5

月#西安中院执

行局在办理民生银行西安分行与山东

某公司一起借款纠纷案时#借助*总对

总+系统发现#被执行人在山东一银行

账户内有存款余额
#.$$

万元" 执行法

官立即冻结该账户# 并将存款划转至

西安中院账户" 迫于压力#被执行人主

动将余款
#$$$

万元汇入法院账户" 短

短几天之内# 所涉案件执行标的全部

到位"

-$,.

年# 西安中院执行局通过网

络执行查控系统冻结账号
!$$

多个#冻

结金额
,#

亿余元#成功扣划
.

亿余元"

西安中院执行局执行二庭法官牛晶琦

说# 信息化和大数据手段改变了过去

*一台车!两个人!四处跑+的执行方式#

提高了执行效率# 也排除了地方保护

干扰"

,,

年前刚参加工作时#每年办理

不到
4$

起案件# 而今年上半年他已经

办理
!$

起案件"

公布红黑榜!通报典型案例!加快

建设全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今年

上半年#陕西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

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实

施意见&#确立了
,,

类
4#

项惩戒措施#

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

高压态势"

如今# 被执行人一旦被列入失信

*黑名单 +# 不仅因无法乘坐高铁 !飞

机而寸步难行 #也会在生活中处处碰

壁" 高甲星介绍说#

-$,.

年#西安中院

办理的一起执行案件中# 一位远在福

建的失信被执行人因被列入 *黑名

单+出行受限 #无奈之下 #他主动联系

法院# 让妻子乘飞机赶赴西安缴清了

欠款"

在此基础上# 为提高财产变现效

率#陕西各级法院还全面推行网络司法

拍卖机制# 全省
,,

个中院和
,$"

个基

层法院全部开通网拍平台"

.

月
,

日#

西安中院通过网络以
.?"

亿余元的价

格# 溢价
,$.?!B

拍卖了一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成交价!溢价率均刷新了

全省法院网络司法拍卖纪录" 该拍品

的成功变现# 使十几件执行案件足额

执行完毕"

记者了解到# 通过运用大数据手

段和联合惩戒等措施# 法院执行质效

得到明显提升" 今年一季度陕西各级

法院共执结各类案件
,?-5

万件# 同比

上升
#

个百分点" 去年以来#全省法院

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3-5-

例 #司

法拘留
#3--

人# 判处拒执罪
44

人#逃

避!规避!抗拒执行等问题得到有效缓

解"

&新华社西安
"

月
)(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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