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共 青 团 四 川 省 委
四 川 日 报 社

“忆沧桑·记奋斗·颂辉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文字和影像作品征集活动获奖作品公告

由中共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

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共青团四川省委、四川日报社共同主办的“忆

沧桑·记奋斗·颂辉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文字

和影像作品征集活动，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圆满结束。

活动期间共收到文字和影像作品 4454件。其中，文字作品 1432

篇，摄影作品 2551件，视频作品 73个，书画作品 395幅，音乐

作品 3首。这些作品，从宏观上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来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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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层面展现自己所在家乡、单位或家庭发生的巨大变迁，以

及个人命运的重大转折，抒发心中的激动和感怀，唱响热爱党、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主旋律。

经专家公平公正评审，综合“川报观察”客户端网络投票情况，

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 20 名、三等奖 30 名、优秀奖

180名和组织奖 21个，并于 2019年 12月 20—22日在“四川机关

党建”“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情网”“四川共青团”网站和“川报观

察”客户端、“方志四川”微信上予以公示。现公示期满，主办方未

收到任何质疑、投诉、举报，现将最终获奖作品予以公布（名单

附后）。

附件：“忆沧桑·记奋斗·颂辉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文字和影像作品征集活动获奖作品名单

中共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共青团四川省委 四川日报社

2019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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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忆沧桑·记奋斗·颂辉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文字和影像作品征集活动获奖作品名单

一等奖（10项）

纪实文学《他们是成昆铁道的创造者》（林红）

散文《父母的川藏线》（王继军）

纪实文学《油田化学的领航者——记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平亚》

（向发全、曹正、张剑）

纪实文学《禹爷：为民造福的光辉典范》（宋键）

纪实文学《黑龙滩，一曲山水惊天地 》（彭燕）

纪实文学《一个老区调人的记忆片段》（周长武）

书法作品《祝福祖国》（尧箴）

视频作品《在灿烂阳光下》（四川省崇州监狱）

视频作品《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凉山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视频作品《再走长征路 感恩新岁月》（刘青峰）

二等奖（20项）

散文《川兴赋》（杜卫平）

散文《爱上四川》（艾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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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天府青年说 》（曹闽川）

诗歌《索玛花开幸福来——写给大凉山脱贫攻坚》（胡雪蓉）

纪实文学《锦屏山人家》（何万敏）

纪实文学《四十年我家的安居梦》（蒋元顺）

散文《明月依旧在，蜀道已坦途》（胡雪蓉）

散文《七十载家国梦 酿就幸福生活》（牛代斌）

纪实文学《勇于创新 勤于实践——忆“攀西裂谷”研究的领头

人骆耀南同志》（郭兰祥）

纪实文学《血染征粮剿匪战场》（吕玉发）

散文《从木船到大桥 渡江方式大变迁》（何春梅）

纪实文学《我有传家宝——耕读传家久，家国共繁荣》（成

华）

散文《三代人的家国情怀——献给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

辰 70周年》（叶倩）

纪实文学《“寻水”走上富裕路 “问根”齐聚党旗下——茂县南

新镇凤毛坪村党支部与“水”的故事》（柳燕）

摄影作品《一个产科医生的故事》（王铁松）

绘画作品《天府蜀都》（郭晶仪）

视频作品《成都芙蓉花》（吴烈）

摄影作品《腾云 钻山》（周力）

视频作品《一道命令》（师晓鑫、邹朝斌）



—5—

摄影作品《与藏区民众共享电网发展成果 川藏联网工程建成

投运》（曾林）

三等奖（30项）

散文《蓉城记》（亚男）

纪实文学《广厦已安千万间，寒士初露欢笑颜——共和国 70

年我家住房的变迁》（许晓光）

散文《感恩祖国 铸就我的文学人生梦想》（时长日黑）

纪实文学《在五星红旗下成长》（钟昌耀）

散文《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贡献》（龚读

纶）

散文《爷爷的大河》（陈飞龙）

散文《亲历国庆大阅兵》（封延如）

散文《樱桃为什么那样红》（吴远德）

纪实文学《水的恩泽——仁寿县全域饮水润民心》（邱建明）

散文《曾经的“彝历年” 》（贾巴尔且）

诗歌《满江红·国庆抒怀》（谢明道）

散文《向高铁致敬》（黄炳炎）

散文《蜀北，跃动的曾家山》（粟舜成）

散文《小小棉袄针线盒 见证祖国大变化》（吴钰）

纪实文学《区调队伍中的“打狗棒”》（曾祥健）

纪实文学《一个小八路军的故事》（韩劲松）

散文《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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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美丽乡愁，盛世康庄映日红》（唐雪元）

论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奋力打造“国之新天府”》（解

洪）

散文《城市绿道，让幸福的生活更美好》（曹娟）

绘画作品《爱国 爱党 爱民 爱家》（孔丹）

摄影作品《灾区首个卫生应急检测帐篷实验室》（常壤丹）

绘画作品《革命故里大巴山，方兴未艾新巴中》（白姝君、

邱燕）

书法作品《春夜喜雨》（陈炯橙）

绘画作品《川农——我们永远在路上》（王雪怡、牛牧青、张

瑜、王昱）

书法作品《丹心遥映天边月》（但渊）

摄影作品《时空隧道》（秦玥嘉）

视频作品《曲艺名城 幸福彭州》（汪前勇）

摄影作品《建筑者》（谢雅露）

摄影作品《光伏新能源》（叶昌云）

优秀奖（180项）

散文《在教育的希望大道上追梦前行》（但霞）

散文《老爸的“车”》（张宗会）

散文《一颗爱国心 情系三代人》（徐薇）

散文《那些温暖的瞬间 》（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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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一场招聘考试，改变了我的人生》（张厚美）

散文《汶川新纪》（苟浩然）

散文《不候炬火 我便是光》（李欣瑶）

散文《沧桑巨变赞通信》（余建华）

散文《字库山的仰望》（罗坤）

散文《三代人的农行情》（王维祎）

散文《忆沧桑·记奋斗·颂辉煌——一个人民教师的成长》（刘

儒德）

散文《祖国与我同在》（王可馨）

散文《阔别 81年的亲情见证强大的中国》（葛权）

散文《我给医生护士送的礼 》（廖志林）

散文《遥远山村飘扬的那面旗》（陈文建）

散文《父亲的账本》（段永红）

散文《“高速公路”从诗作走向神州大地——重读<中国的汽车

呼唤着高速公路>》（孙学元）

散文《父亲的“遗产”》（唐联盟）

散文《治蜀兴川谱华章——致敬川峡四路的光辉岁月》（司

帅帅）

散文《太阳之歌》（陈海龙）

散文《以我的名义呼唤》（李雪莉）

散文《奔驰的“东方红”列车》（周孝君、胡丽美）

散文《梦话巴山夏雨时》（赵家文）



—8—

散文《四川，我为你歌唱》（王莹）

散文《春熙路赋》（何锐）

散文《砥砺奋进，筑梦红色巴山》（鲜金燕）

散文《祖国好 家乡好》（杨惠心）

散文《故乡纪事》（彭加卉）

散文《迎华诞·忆往昔·诉心声——一个普通家庭祖孙三人

与共和国母亲的故事》（文华丹）

散文《电影院的记忆》（潘仁旭）

散文《老家门前动车来》（刘正义）

散文《镌刻于心的记忆》（魏贤平）

散文《我的教育生涯——见证乡村教育的历史变迁》（黄海

军）

散文《我的税月人生》（蒋素勤）

散文《忆屏山老县城》（林伟）

散文《想起了妈妈洗衣服的那条河》（吴永丽）

散文《墨痕•时光里的巴塘》（何汛）

散文《起征点“水涨船高”》（袁代光）

散文《土掌房》（杞德荣）

散文《七十年风雨历程，治蜀兴川展新颜》（杨玲）

散文《铭记沧桑 铸就辉煌》（刘美琳）

散文《两代人的求学路》（冯林权）

散文《牡丹花开》（杨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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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撸起袖子加油干 锦绣巴蜀绽新颜》（黄怡婷）

散文《仁寿有个城市湿地公园》（唐建华）

散文《见证四川民营》（兰显宏）

散文《启程》（张紫桐）

散文《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谢庆会）

散文《沧桑岁月抵不住奋斗的步伐》（高智华）

散文《七十载风雨兼程 七十载辉煌与共》（寇蕾娜）

散文《一个小乡镇的美丽“蜕变”》（陈娄周）

散文《清风雅雨更美丽》（李文山）

散文《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王维）

散文《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黄洲霞）

散文《新中国七十忆沧桑 奋斗华西颂辉煌》（杨德富）

散文《路》（杨杰）

散文《外婆家的晴天》（泽让那么）

散文《乡路》（张明菊）

散文《只为你倾听》（马开洪）

散文《桃都巨变，恰好遇见》（李争平）

散文《我的家我的国》（曾旭）

散文《忆沧桑 记奋斗 颂辉煌》（周竞楠）

散文《我在共和国的怀抱里成长》（胡绍辉）

散文《漫步青青河畔》（宋媛媛）

散文《犀实记忆——我与犀实不解的情缘》（李长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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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五色斑斓绘宏图 纵横四海开新元》（孟玉静）

散文《我的上学之路》（杨永英）

散文《最美的事业最美的人》（罗阿牛）

散文《“中国梦” 人民的梦》（李明）

散文《幸福像花儿一样》（田静）

散文《奋进前行中的万源》（孟轩）

散文《忆峥嵘岁月 抒家国情怀——84 岁老战士张世权访谈

散记》（罗晓庆）

散文《罗江，幸福的家园》（许荣海）

散文《故乡》（吴兴刚）

散文《回眸 70年——我与祖国共成长》（李秋萍）

散文《那一瞬，我分明看到了你眼中闪过的泪光》（朱明君）

散文《去大邑走走》（钟翠霞）

散文《腾飞中的中滩镇》（王盛国）

散文《我们一家子》（代静）

散文《红岩子的光》（何曾）

散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为家乡写党史》（林

维平）

散文《青年遐想》（黄郁锋）

散文《梧桐树》（张宇东）

散文《奋进新时代，书写新篇章》（林浩）

散文《梦“游”家的变迁，感悟今朝变化》（郭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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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中国心，中国情》（宋雪琳）

散文《沙粒成珠 彩蝶破茧——写给蒸蒸日上的四川监狱》（胡

亚军）

散文《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情系大凉山》（余群）

散文《风雨兼程 洒一路意气风发》（高慧）

散文《时光》（张洁）

散文《“甜城”的梦与回忆》（李馥晓）

散文《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共筑检察梦》（刘仲林）

散文《救命的野菜》（朱樊刚）

散文《两江大桥——酒城市民的幸福桥》（雷定昌）

诗歌《祖国很大，又很小》（张世明）

诗歌《十里东风写意 28º故乡山水》（梁志丽）

诗歌《辉煌 70年在四川》（李娇）

诗歌《我与祖国一同成长——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贺立华）

诗歌《华夏巍巍屹世中，奋进四川正峥嵘——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杨萍）

诗歌《一曲<蜀道难>再飘千年》（周德光）

诗歌《祖国山河岁月颂》（李舫）

诗歌《成都芙蓉花》（吴烈）

诗歌《不变的信念》（代伐钟）

诗歌《德阳，新时代的抒情和畅想》（刘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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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仁寿，印象》（彭燕）

诗歌《我的四川 我的家》（黎阳）

诗歌《新眉山绝配苏东坡》（华子）

诗歌《盾戟的耀芒》（林海）

诗歌《献给成都之东那鲜艳五星红旗下的健康卫士》（赵源）

诗歌《母亲河在奔流》（林晓波）

诗歌《速写凉山》（范建华）

诗歌《小平故里行》（向鹤林）

诗歌《风雨七十年》（张舜尧）

诗歌《少年与祖国的歌》（吴映熹）

诗歌《多想为您写首歌——献给新中国 70华诞》（梁海霞）

诗歌《歌唱十月》（贾兴福）

诗歌《站在巴蜀看全国》（石安伦）

诗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古风四首）——热烈庆

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陈汉升）

诗歌《我和我的祖国》（李天富）

诗歌《我与退休证》（武家荣）

纪实文学《我为祖国献石油——记西南石油大学固井团队》

（向发全、姚明淑）

纪实文学《四十三年沧桑，随祖国同“行”》（朱宗奎）

纪实文学《90岁的她，依然走在治病救人的道路上》（汪建英、

代旭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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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情似甘霖润心田》（景远亮）

纪实文学《地质春秋结情缘——记竺国强馆长二三事》（王

正新、胡芳）

纪实文学《百万人民谱写的龙滩壮歌——黑龙滩水库修建简

史》（唐建华）

纪实文学《西大街的老屋》（刘翠）

纪实文学《感恩党 感恩祖国 感恩人民——记为新中国婴儿

食品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原泸州肥儿粉厂老厂长陈雅南》（周东书）

纪实文学《追忆苦难历程 感受沧桑巨变》（董绍元）

纪实文学《邻居项哥的三个“住房梦”》（向明）

纪实文学《那年高考，我从师专起步》（邵永义）

纪实文学《新中国成立 70年，变化见于生活》（胡莉丽）

纪实文学《见证 70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何洪金）

纪实文学《“退伍军人”的辉煌》（胥家志）

纪实文学《石漠春风花果香》（刘荣魁）

纪实文学《杏林普天茂 橘井万古春――父亲说变化》（向

仕芬）

纪实文学《守初心 讲初心——我讲述朝鲜战争反“绞杀战”

的故事》（范元士）

纪实文学《龙潭忠骨垂千古——献给“新中国诞生 70周年”》

（叶勇）

纪实文学《峥嵘岁月砥砺奋进 风洞建设薪火相传》（熊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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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四川航空以“熊猫之路”融入“一带一路” 助力四川发

展“决胜空中”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部）

论文《走过你的沧桑 走向我的荣华——凉山彝区发展 70年

成果论》（沙马么尔歪）

论文《凉山州脱贫攻坚的探索与思考》（王永贵、周长刚）

论文《筠商历史、筠商精神及其当代启示》（熊学江）

论文《四川科技体制改革发展历程与展望》（石琳娜）

论文《雷波脐橙“点睛”四川农业》（江泽明）

论文《九寨动脉之变迁》（何昌燕）

论文《四川服务贸易发展掠影》（谢劼）

论文《四川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实践》（熊素华、龙渊）

论文《奋进七十载谱写华章 拥抱新时代再创辉煌——新中国

成立 70年青神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谭珊）

绘画作品《24字箴言》（陈语洁）

绘画作品《高铁》（枉依婷）

绘画作品《辉煌 70年》（赵璐）

绘画作品《老街记忆》（余雅雯）

绘画作品《魅力成都》（徐浩然）

摄影作品《教室里的变化 校园环境的变化》（雷田文）

摄影作品《泸州公交车辆变迁》（陈双）

摄影作品《晨雾》（张涛）

摄影作品《驰骋》（张学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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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作品《云端风电》（范艳民）

摄影作品《康定夺拉嘎木灾后重建新面貌》（王博宇）

摄影作品《泸州市人民医院大楼新旧变化图》（梁莹）

摄影作品《南充新风貌》（青雯静）

摄影作品《农村小学的蜕变》（郭明庭）

摄影作品《青山有幸埋忠骨》（闫怡君）

摄影作品《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杨丽涓）

摄影作品《高原湿地鸟飞翔》（王东睿）

摄影作品《2018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暨江油“一带一路”李白

文化节》（赵世才）

摄影作品《文化下乡欢乐多》（周修建）

摄影作品《跨越五十年的知青情结》（邓洪秀）

摄影作品《溪洛渡水电站》（杨琳）

摄影作品《力拓山河》（崔宗喜）

摄影作品《田园水乡》（谢宝宪）

摄影作品《天府绿道桂溪公园》（韩越）

摄影作品《争先恐后》（颜林）

摄影作品《素的故事》（曾林）

视频作品《七十年的中国梦》（苏一峰、丁子钧、黄鑫）

视频作品《新春走基层喜德县分红》（四川日报·川报观察，

四川省扶贫开发局）

视频作品《忆沧桑记奋斗颂辉煌》（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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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作品《一条铁路，折射中国》（朱广皓、张馨月、周克

定、周雷）

视频作品《三星堆遗址发掘——考古人的坚守》（张桐瑜）

组织奖（21个）

成都市新都区教育局

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华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办公室

绵阳外国语实验学校

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

中共凉山州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平昌县教育科技和体育局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中共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会理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

达州市教育局

四川警察学院

http://www.baidu.com/link?url=4FCpz7_tfWkhA_4NU1sj7xW8g-g_y2E7eXuK9fockLMBhZWAyD0D4E3-lf3gDQP_necalUieksoqJFor3pNb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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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教育局

四川民族学院

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

四川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