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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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辉煌 百年荣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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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年辉煌 百年荣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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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件。其中，文字作品（含散文、

纪实文学、诗歌、小品、剧本等）1095篇，影像作品（含视频、

歌曲、摄影、绘画、书法等）299 项。这些作品，集中展示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经历的苦难、遭受的挫折、铸就的丰碑，

精彩呈现四川人民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发奋图强、艰难显勇毅、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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砺得玉成的奋斗历程，昭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四川与祖国一道

豪迈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在

巴蜀大地上唱响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盛世华章。

经专家公平公正评审，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 20

名、三等奖 50名、优秀奖 180名，并于 2021年 12月 24—28日

在四川省情网、“方志四川”微信予以公示。公示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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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辉煌 百年荣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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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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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百年辉煌 百年荣光——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文字和影像作品征集活动

获奖作品名单

一等奖（10项）

散文《清水润南部》（邹安音）

散文《父母的爱情》（亓鲁明）

散文《红旗漫卷西风》（代学宁）

散文《从废墟走向新生》（李春）

纪实文学《忠诚》（邱冬福）

纪实文学《百岁老党员的革命经历》（罗介先）

纪实文学《革命先驱肖朴生与邓小平》（刘邦琨）

视频作品《初心》（张文兵）

视频作品《素履之往》（长江三峡设备物资有限公司）

书法作品《书蔡竞诗》（谢季筠）

二等奖（20项）

散文《德阳，饱饮工业丛林倾泻的精神琼浆》（宋光明）

散文《百年之路 我们一起走过》（王冬）

散文《拥有一颗中国心》（陈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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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一家三代守护墓地 惟愿红军忠魂全民勿忘》（王紫煜）

散文《一家四代人的百年奋斗路》（沈放）

散文《风枪的歌声》（陈海波）

散文《徽章里的光芒》（张春林）

散文《红旗漫卷山川变 矢志笃行成蜀川》（刘若雪）

散文《黑水村与“黑妞”的蝶变》（巴山）

散文《新生北川见证美丽中国梦》（周永珩）

纪实文学《影像中的党史：“三线建设”中熠熠生辉的“成昆精

神” 》（左玮）

纪实文学《先烈曾祖 魂兮归来瞻河山》（唐雪元、唐新明）

散文诗《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放歌（组章）——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刘志宏）

诗歌《齐天乐·〈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1921—1949）〉

读后（六首）》（蔡竞）

诗歌《谒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二首）》（何天谷）

视频作品《追寻》（邓远红、陈琪雨）

摄影作品《绿水青山》（范晓东）

绘画作品《放歌大渡河》（蔡竞、何天谷、邱笑秋、梁时民、

姚叶红、徐有忠、张跃进、徐寿鹏、刘梁经、黄迪全）

绘画作品《红色旅游缅怀壮举》（邱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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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品《书朱德诗》（侯开嘉）

三等奖（50项）

散文《楠桠河岸换了人间》（鲁建国）

散文《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碑的记忆——纪念成渝铁路建

成通车 70周年》（刘德元）

散文《一碗人间烟火》（马晓燕）

散文《煤海赞歌》（李星桦）

散文《聆听荥经河水的倾诉——缅怀红军在荥经的光辉岁月》

（周安勇）

散文《怀念我的外公张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杨泽本）

散文《新塘沽，刻在老龙坝的印记》（郭明兴）

散文《赤水河畔的红色畅想》（钟慧萍）

散文《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王天华）

散文《浴血军魂——记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活着的“烈士”

柴云振》（邓安明）

散文《百年流光 苦难辉煌》（李争平）

散文《征途漫漫，惟有奋斗》（颜正均）

散文《彝海》（赵作奎）

散文《荷包蛋与入党》（殷贤华）



—6—

散文《怀我元戎》（何曾）

散文《话说乐山交通枢纽梦》（朱仲祥）

散文《听妈妈的话》（张宗会）

散文《沿着父辈的足迹前进》（饶跃明）

散文《初心使命星火相传（外一篇）》（秦笑鸿）

散文《党旗高扬》（张国先）

散文《鼓荡在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的风云》（田闻一）

纪实文学《一个村庄的红色蜕变》（杨木华）

纪实文学《潜伏：一个身负特殊使命的县长》（陈学林）

纪实文学《红旗不倒 浴血川滇黔——记兴文党史人物刘复初》

（刘大如）

纪实文学《黎明盛开爱情花》（杨力）

纪实文学《巴山秦岭觅忠魂》（姜启德）

纪实文学《为了那份嘱托》（赵立策）

纪实文学《写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李自英）

小说《耙耳朵的托付》（曾志辉）

论文《建党百年来龙泉驿发展历程及其经验启示》（刘洁）

论文《泽后不朽的王右木精神》（郭子玖）

辞赋《建党百年赋》（唐杰）

辞赋《建党百年赋》（刘洹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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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建党百年颂》（陈建国）

诗歌《谒邓小平故居（外三首）》（冯修齐）

诗歌《壮歌：“百年党旗”别样红（组诗）》（唐海林）

诗歌《党旗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 100周年而作》（叶

源洪）

诗歌《以信仰之名——致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王勇）

诗歌《峥嵘岁月（组诗）》（胡剑）

诗歌《谒陈毅故居感怀》（徐志福）

诗歌《重温党史：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组诗）》（韩中州）

诗歌《伟大的“传奇”——百句组诗庆贺建党一百周年》（吴银锋）

视频作品《一首难忘的歌》（词：孙新凯，曲：李大明，演唱：

辛俊霞）

音频作品《红心向党（第一期）》（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

中心、眉山市电视台）

摄影作品《夕阳落晖》（肖飚）

摄影作品《网络促销》（杨琳）

摄影作品《银河小木屋》（代爱国）

绘画作品《幸福的笑容》（周淋）

绘画作品《青松》（石美鼎）

书法作品《书毛泽东词》（张景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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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180项）

散文《血染的家书——刘愿庵同志临刑前的生死遗言》（王浴

熹）

散文《编外党员》（陈冬梅）

散文《华丽嬗变兰武村——兰武村原第一书记杨涛扶贫散记》

（彭小平）

散文《红军走咱家乡过》（刘海）

散文《绿枣如歌》（邱海文）

散文《故乡行》（王永垓）

散文《生命不止 丹心不变》（叶勇）

散文《金秋踏访泸定桥》（温志航）

散文《战歌悠扬——〈四川长征三部曲〉》（黄晶婕）

散文《红枪白马铸英魂》（袁秀丽）

散文《探访赤化水库》（马晓蓉）

散文《铭记历史，不忘党恩》（吕桂萍）

散文《最美的承诺》（唐熙）

散文《党旗在凉山高高飘扬》（张世渝）

散文《母亲的心愿》（李淮）

散文《红军渡口忆初心》（杨正平）

散文《朝霞满天》（唐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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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别停止，发自己的光》（唐松）

散文《朱德脚下的路》（徐建成）

散文《听九旬岳母讲 84年前的红色故事》（汪志）

散文《时代的记录者》（余娟）

散文《岁月里的老屋》（杨燕）

散文《一路向前》（胡雪蓉）

散文《小家变迁话党恩》（蔡伟）

散文《百年征程 恰是风华正茂》（陈文建）

散文《红军遵纪爱民营盘山》（颜林）

散文《伴我成长的梦想》（刘光香）

散文《从贵福到南湖》（任小春）

散文《不屈的意志——缅怀英烈江姐》（龚伟）

散文《为了烈士的英魂》（陈先礼）

散文《我们都是煤亮子》（李晓波）

散文《聆听你的复兴》（罗新星）

散文《鲜红的党旗永飘扬》（王传雄）

散文《信仰是传承之脉》（蔡赛兰）

散文《铭记英雄历史 奋进新时代-——观看〈跨过鸭绿江〉

有感》（宋洁）

散文《百年风华正茂，诸君且听龙吟》（唐嘉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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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重走这段长征路》（马世权）

散文《父亲的篱䇲背》（甘元俊）

散文《信仰的力量》（龚政）

散文《夹金山上“马灯红”——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为红

军带路的人》（朱樊刚）

散文《三代人的住房》（王桂香）

散文《我身边的红色记忆》（曾依灵）

散文《唱给老兵的歌谣》（吴涛）

散文《祖父的遗产》（谢巧林）

散文《红船精神 历久弥新》（杨明强）

散文《向忠明：绿水泱泱思念长》（江梓豪）

散文《致敬石厢子》（徐光华）

散文《我的求学路》（王忠莲）

散文《橙花香里说丰年》（何春梅）

散文《且看中天日影移》（章科才）

散文《从“治水”到“治水”——从仓储的一颗螺栓说起》（赵晋龙）

散文《红心永向党 热血照丹心》（何知霖）

散文《“敬德”走仪陇》（黄启国）

散文《潦草的遗书》（何卡林）

散文《入党，赋予我精神生命》（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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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三江半岛话巨变》（廖伦涛）

散文《一百年来饥与饱》（孔息魁）

散文《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原动力》

（陈正雄）

散文《入党的那些事儿》（梁辉）

散文《我是党员》（王鹏）

散文《党旗引领我成长——党的三大政策带给我三次蜕变》

（陈洪春）

散文《城口钱棍舞》（向求纬）

散文《难忘那“沉甸甸”的山核桃 》（周成圆）

散文《我的母亲 我的党》（孟令贵）

散文《那山那水那群人》（张厚美）

散文《铁血武工队长万芳》（万文昌）

散文《今日“小桃源”》（陈贵群）

散文《云开雾散终有时 桑梓定见碧云天》（刘凤铃）

散文《党辉映照“连心路”》（熊洁）

散文《江油〈红军歌谣集〉的传奇故事》（刘术云）

散文《小燕子》（向飞艳）

散文《感恩青春岁月 致敬百年芳华》（赵艳琼）

散文《外公家的老梨树》（代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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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强大组织力是打赢战“疫”的关键核心》（沈丹）

散文《跨越百年的回眸》（武欣茹）

散文《鞋子的变迁》（冯国珍）

散文《青年正当行》（陈梓然）

散文《我的初心》（廖加伟）

散文《我的姑母钟文玉——一位中共老党员的经历》（钟昌耀）

散文《“红船精神”的光辉照我心》（钱海）

散文《闪耀东方》（熊厚今）

散文《今昔住房话变迁》（李仲）

纪实文学《八千里路云和月——成都东郊明珠 420厂初创纪

实》（曹树清）

纪实文学《花海果香是吾乡——走近四川十大最美人民警察

赵兴康》（王丽华）

纪实文学《跟着我，我是共产党员》（吴平）

纪实文学《戴碧湘的戏剧人生与捐赠的珍贵戏剧资料》（汪毅）

纪实文学《余泽鸿烈士：生命虽短，精神永存》（蒋德均）

纪实文学《以生命赴使命——退役伤残军人聂彩青扶贫纪实》

（杨俊富）

纪实文学《将热血和生命献予川渝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张继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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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冯跑腿儿”炼成记》（黎均平）

纪实文学《大浪洪潮——彭山农民协会武装斗争纪实》（口述：

郭仕勋；记录整理：倪兴国）

纪实文学《“双枪老太婆”陈联诗及其在绵阳的革命活动》（杨

令勋）

纪实文学《一生听从党安排的老红军李少全》（周中界）

纪实文学《王尽美一大后护送尼克尔斯基返苏》（王堃）

纪实文学《太阳照在天井湖畔》（刘干）

纪实文学《红军舅爷罗炳章》（雷天）

纪实文学《宜宾第一个共产党员》（罗鸣）

纪实文学《为国强盛奋斗不止》（口述：金友仁，整理：袁代

光）

纪实文学《王右木：蜀中独秀，初心典范》（宋键）

纪实文学《东乐吊塔守护人》（张磊）

纪实文学《泸顺起义：八一南昌起义的预演》（卿远明）

纪实文学《“重症八仙”之华西医院康焰》（刘琴、郭林佳）

纪实文学《“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史实追踪》（孟庆忠）

纪实文学《秋访拉木克库》（孙学元）

纪实文学《云阳首义》（陈启兵）

纪实文学《夏明翰领导农运斗争的故事》（唐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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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回龙殿：一个“女汉子”的责任与担当》（陈立华）

纪实文学《城市摆渡者，最美公交人》（彭燕）

纪实文学《可爱老兵吴盛光》（李蓬）

纪实文学《柔情铁骨创新天——记退伍军人、四川圣武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运武》（刘鑫洋、邹声元、邱天福）

纪实文学《一个“娃娃八路”的入党经历》（马朝放）

纪实文学《煤海深处党旗红 躬身力行践承诺》（李贵）

小说《清明时节雨》（郑国耀）

小说《时光的距离》（程驰）

小说《变迁的地质队》（李晶）

小说《弹痕树》（梁柱生）

小说《永不褪色的“羌红”》（许星）

微电影剧本《一路芬芳》（黄阔登）

话剧剧本《血沃仙源——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黄

学清）

方言独幕剧剧本《入党积极分子》（蒋元顺）

论文《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四川贡献》（谢海彬）

论文《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历史考察及在

龙泉驿区的生动实践》（唐为之）

论文《毛泽东精心部署和指挥是成都战役胜利之根本》（何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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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大国博弈下的国家战略——从三线建设到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税俊峰）

论文《四川蒲江高桥农民运动探寻》（严瑞芳）

论文《对沐川两起农民暴动的回顾与思考》（郑望友）

论文《弘扬红军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启航新征程——回忆红

军在南充的战斗历程》（杨国钧）

论文《“十六字方针”与峨眉地下党组织发展》（李家俊）

论文《风雨同舟，砥砺前行，多党合作谱华章》（陈娇）

论文《善于应变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辉煌的阶梯》（李

勇、廖向希）

年谱《抗日英雄解固基少将年表》（张星誉）

散文诗《航船曲（组章）》（鲜圣）

散文诗《蜀红（组章）》（徐澄泉）

散文诗《扩散的涟漪是对昨天的怀念（组章）》（倪洪伟）

散文诗《红军精神引领我们前行》（陈娄周）

诗歌《火红党旗 你令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献给中国共产党

建党百年华诞》（龙舞淮）

诗歌《红色，100 年的颜色（四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顾新）

诗歌《无产者三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黄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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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诗歌《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高秀群）

诗歌《忆南充胡耀邦故居腊梅》（赵义山）

诗歌《红色（27首）》（林玉鸣）

诗歌《青年当勤为之赋》（杨振）

诗歌《回到延安（组诗）》（张喜洋）

诗歌《百年讴歌——献给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张正星）

诗歌《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感咏（外四首）》（鲁贵娣）

诗歌《脊梁》（杨军）

诗歌《奔向辉煌的太阳鸟（组诗）》（鲁川）

诗歌《学党史颂党恩（组诗）》（宁幼康）

诗歌《党旗赋》（周后运）

诗歌《歌唱七月》（卞文元）

诗歌《我要佩戴的党徽（外一首）》（汪再兴）

诗歌《千古辉煌美诗赞（七律）》（唐杰）

诗歌《夹金山的记忆》（魏伯良）

诗歌《七月颂歌》（周祖平）

诗歌《路，碑和旗帜》（谭清友）

诗歌《红船颂——激情建党百周年（外二首）》（杨思敏）

诗歌《云西周村永不凋零的花朵（外一首）》（马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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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百年奋斗铸辉煌》（郭东亮）

诗歌《念奴娇——建党百年感怀（外五首）》（魏赤中）

诗歌《党旗下的思索——歌唱建党一百周年》（杨天举）

诗歌《沁园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外一首）》（林锡墙）

诗歌《红色档案（组诗）》（林晓波）

诗歌《延安窑洞的灯光（组诗）》（刘宗银）

诗歌《祖国啊，我的祖国（外一首）》（周步）

歌词《咱们共产党人、一心为民谋幸福》（雷辉刚、安登权）

视频作品《致亲爱的你》（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视频作品《红船，从南湖起航》（唐郁松）

视频作品《穿越百年时光》（作词：吕正荣，作曲：王辉）

摄影作品《一抹中国红》（程红）

摄影作品《扶贫茶园里的检察官》（余信彬）

摄影作品《余晖中祖国》（鲁冰莹）

绘画作品《两弹城礼赞》（姚叶红）

绘画作品《建党百年海报》（段沛岑）

绘画作品《苟坝会议又逢春》（何青城）

绘画作品《南湖红船》（王明月）

绘画作品《艰苦创业》（刘履中）

绘画作品《三牛图》（侯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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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作品《信念》（画：萧继东；文：赵子勤）

绘画作品《党旗下的红领巾》（申紫萱）

绘画作品《邓爷爷曾经来看过我们》（冉启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