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奋斗路 银龄心向党”山西省离退休干部

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作品网络展映活动获奖名单

“百年奋斗路 银龄心向党”山西省离退休干部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作品网络展映活动是省委老干部局在全省离退休干

部中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探索引导广大离

退休干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新形式。本次活动得到了全省各级

老干部工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离退休干部的踊跃参与，共收

到全省离退休干部书法、绘画、摄影、微视频四类作品近 5000

幅。

此次活动特邀省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电

影家协会专家，对征集作品进行专业评选，共评选出 900 幅获奖

作品。现将获奖单位（部门）及个人名单公布如下：

一、优秀组织奖

（一）省直（51 个）

省纪委监委组织部

省委办公厅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省政府办公厅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政协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省委组织部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委统战部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委政法委政治部

省委军民融合办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直工委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省法院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省检察院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委党校离退休人员工作部

省发改委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科技厅人事处

省工信厅机关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民政厅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司法厅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财政厅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省住建厅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省交通厅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水利厅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省农业农村厅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商务厅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省文旅厅人事处

省卫健委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省审计厅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外事办人事处

省国资委人事处（机关党委）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广电局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体育局人事处（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信访局办公室

省能源局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人防办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省监狱管理局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林草局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地勘局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省供销社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省总工会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省妇联组织部

省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离退休人员工作部

省城联社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山西农业大学组织人事部

山西医科大学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山西财经大学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中北大学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晋中学院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运城学院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老干部科

太钢离退休职工管理部



晋能控股电力集团组织和人力资源部

（二）市局（11 个）

太原市委老干部局

大同市委老干部局

朔州市委老干部局

忻州市委老干部局

吕梁市委老干部局

晋中市委老干部局

阳泉市委老干部局

长治市委老干部局

晋城市委老干部局

临汾市委老干部局

运城市委老干部局

二、个人奖

（一）书法类（300 名）

书法类一等奖名单

（50 名）

马 莉（太原） 沈晓英（太原） 席德生（太原） 赵平爱（太原）

赵淑云（太原） 王素英（太原） 牛润梅（太原） 史晋生（太原）

王锁秀（太原） 李子群（太原） 巩建国（大同） 贾建国（大同）

孙兴平（大同） 林秀梅（大同） 刘增民（朔州） 白崇厚（忻州）

杨俊明（忻州） 任彩蓉（吕梁） 李满贵（晋中） 宋林岭（阳泉）



常福江（长治） 宋建平（长治） 李广聚（晋城） 柏扶疏（晋城）

贺 锐（晋城） 贾大一（晋城） 刘秋海（晋城） 罗建敏（晋城）

石永乐（晋城） 魏印生（晋城） 赵德祥（晋城） 郭鸿成（晋城）

郭生才（晋城） 李 刚（晋城） 陈新华（临汾） 薛文喜（临汾）

闫靖宙（临汾） 侯天元(临汾) 梁希民（临汾） 廉明珠（临汾）

周保林（临汾） 仇官有（运城） 魏建平（省直） 李 彬（省直）

李顺通（省直） 李子芬（省直） 李国慧（省直） 冯效卫（省直）

赵秀芳（省直） 杨金彦（省直）

书法类二等奖名单

（100 名）

陈太生（太原） 李树结（太原） 刘正虎（太原） 王名廉（太原）

白丽荣（太原） 段拴有（太原） 姬增寿（太原） 贾文杰（太原）

李海生（太原） 李金玉（太原） 李润开（太原） 刘晓畅（太原）

牛娅薇（太原） 石宝林（太原） 石宪华（太原） 史爱玲（太原）

宋 萍（太原） 孙安进（太原） 王英明（太原） 吴拴龙（太原）

武 兵（太原） 武仙果（太原） 武学文（太原） 徐 立（太原）

杨虹云（太原） 袁兆钧（太原） 张守志（太原） 忠 祥（大同）

路社伟（大同） 李 习（大同） 九 云（大同） 于耀勤（大同）

康文琦（朔州） 白 君（忻州） 高世伟（忻州） 黄建华（忻州）

武晋平（忻州） 刘山树（吕梁） 郭宝林（吕梁） 杨再田（晋中）

刘高官（阳泉） 许 榕（阳泉） 石志刚（阳泉） 王友堂（长治）

王青林（长治） 许和平（长治） 韩新明（晋城） 袁学林（晋城）



武天宝（晋城） 牛江春（晋城） 郭二维（晋城） 张海昌（晋城）

牛桂花（晋城） 晋文才（晋城） 段森德（临汾） 王姣艳（临汾）

刘志强（临汾） 寇济忠(临汾) 刘乐民（临汾） 刘家杏（临汾）

王东全（临汾） 李洪演（临汾） 刘润生（临汾） 杨立业（临汾）

曹秀芳（临汾） 贾只贵（临汾） 张宏跃（临汾） 毛晓轩（临汾）

石宝云（临汾） 张玉虎（临汾） 芦长锁（临汾） 王莉莉（临汾）

张会甫（临汾） 段青云（临汾） 王建国（临汾） 郭阳生（运城）

董俊高（运城） 王万军（运城） 屈栋材（运城） 陈夺光（运城）

毕文平（运城） 梁 锋（运城） 吉瑞田（省直） 李贵频（省直）

李祝平（省直） 穆锦清（省直） 彭顺利（省直） 牛文元（省直）

景占芬（省直） 王和平（省直） 郭士星（省直） 张 灯（省直）

宿 旺（省直） 董志秀（省直） 孙初民（省直） 李喜军（省直）

靳卫昌（省直） 闫瑞芬（省直） 陈庆忠（省直） 史保林（省直）

书法类三等奖名单

（150 名）

张贵明（太原） 陈恩光（太原） 崔 晣（太原） 杜秀琴（太原）

高桂清（太原） 高来勇（太原） 弓三元（太原） 韩瑞娴（太原）

何桂森（太原） 刘勇胜（太原） 李克仁（太原） 李勇太（太原）

李元红（太原） 刘凤鸣（太原） 刘柳塘（太原） 刘午林（太原）

庞有荣（太原） 齐福龙（太原） 田玉枝（太原） 王卫东（太原）

王志新（太原） 温书亭（太原） 原 灯（太原） 赵改梅（太原）

郑俊杰（太原） 范广珍（太原） 郝 瑞（太原） 马富恒（大同）



赵五洲（大同） 赵 越（大同） 胡至瑞（大同） 尉廉民（大同）

张 旭（大同） 李世杰（大同） 孙建东（朔州） 丰纪山（朔州）

赵泽华（忻州） 李 俊（忻州） 石眉恒（忻州） 梁继娥（忻州）

乔晓萍（忻州） 任俊威（忻州） 张富元（忻州） 张计文（忻州）

赵仁智（吕梁） 安金栋（吕梁） 武岚根（吕梁） 闫树忠（吕梁）

张 德（吕梁） 白 磊（吕梁） 崔永宏（吕梁） 贾永贵（吕梁）

李谈顺（吕梁） 李玉秀（吕梁） 马玉松（吕梁） 王光宇（吕梁）

冯二香（晋中） 程玉振（晋中） 耿喜寿（晋中） 郭山成（晋中）

张敬志（晋中） 温云霞（晋中） 任四新（阳泉） 胡素凡（阳泉）

王存亮（阳泉） 要蔺宇（阳泉） 张士华（阳泉） 张 达（阳泉）

郭建平（阳泉） 周盛魁（阳泉） 赵迪南（阳泉） 申长青（长治）

李秀梅（长治） 许尧伍（长治） 韩克昌（长治） 马朝中（长治）

史拴虎（长治） 杨太平（长治） 李双玉（长治） 王天刚（长治）

李国祥（长治） 冯建立（晋城） 靳法昌（晋城） 郭晚尔（晋城）

崔玉柱（晋城） 张永茂（晋城） 冯海山（临汾） 张传勤（临汾）

冯建勇（临汾） 李奇峰（临汾） 王贵生（临汾） 元和平（临汾）

王瑞敏（临汾） 王明德(临汾) 焦赛虎（临汾） 胡业甫（临汾）

陈东辉（临汾） 李水法（临汾） 贺士钊（临汾） 马晋耀（临汾）

赵振萍（临汾） 梁 河（临汾） 梁达保（临汾） 李明秀（临汾）

刘润生（临汾） 卢全祥（临汾） 张明星（临汾） 陈治斌（临汾）

解绍亮（临汾） 连 生（临汾） 刘安文（临汾） 陈效麟（临汾）

郭凤威（临汾） 李研科（临汾） 张绪祯（临汾） 司京山（临汾）



张 龙（临汾） 程晓峰（运城） 董建中（运城） 樊清礼（运城）

景耀先（运城） 刘永胜（运城） 石香玲（运城） 王龙虎（运城）

张育照（运城） 曹理文（运城） 董长河（运城） 杨 峰（运城）

樊临淮（运城） 姬晋魁（运城） 马怀捡（运城） 周建峰（运城）

梁爱梅（省直） 赵 凯（省直） 张百魁（省直） 卢海玲（省直）

王秉祥（省直） 郝志远（省直） 杨文宪（省直） 段玉清（省直）

王淑英（省直） 闫晚生（省直） 马 评（省直） 赵毅民（省直）

郭慧芳（省直） 冯便堂（省直） 闫有恩（省直） 高雨仁（省直）

张国民（省直） 管存恕（省直）

（二）绘画类（300 名）

绘画类一等奖名单

（50 名）

张成文（太原） 李凤英（太原） 张景华（太原） 齐白尘（太原）

吴炳晋（太原） 潘利平（大同） 李雪春（大同） 桂 英（大同）

岳 枝（大同） 肖淑娟（大同） 郭小平（大同） 刘淑珍（大同）

冯殿山（朔州） 吴润梅（忻州） 弓丽珍（忻州） 赵景智（吕梁）

赵富荣（吕梁） 郝少华（吕梁） 任 重（吕梁） 刘利仁（吕梁）

刘林野（晋中） 曹利华（晋中） 王改凤（晋中） 王致玉（阳泉）

张云翔（阳泉） 王克恭（阳泉） 姬香蕊（长治） 韩恒太（晋城）

缑国强（晋城） 张安苗（晋城） 孙世清（晋城） 侯建兴（晋城）

冯建立（晋城） 陶玉荣（晋城） 王雷明（晋城） 史瑞青（晋城）

程建凤（临汾） 李向阳（临汾） 渠未荣（运城） 李宝珠（运城）



张泽民（省直） 李祥捷（省直） 胡秋华（省直） 周芳梅（省直）

刘学生（省直） 张云虎（省直） 郭莲凤（省直） 刘丽华（省直）

李 里（省直） 连建楼（省直）

绘画类二等奖名单

（100 名）

李 凤（太原） 刘俊岭（太原） 石履山（太原） 王建英（太原）

赵化宇（太原） 金秀英（太原） 李文强（太原） 姚俊峰（太原）

韩振辉（太原） 王永红（太原） 冯 科（大同） 杨翠荣（大同）

宏 忠（大同） 焦翠枝（大同） 刘秀珍（大同） 张宗华（大同）

郭凤阁（朔州） 闰祖智（朔州） 吕宝禄（朔州） 任庆中（朔州）

杜巧娥（忻州） 张 平（忻州） 霍新生（忻州） 傅喜乐（忻州）

樊国平（忻州） 刘存伟（忻州） 刘黛琳（吕梁） 路冬梅（吕梁）

吴玉珠（吕梁） 张志平（吕梁） 贺敬才（吕梁） 贺 兰（吕梁）

刘建娥（晋中） 马夏英（晋中） 王素英（晋中） 赵 萍（晋中）

郭竹青（晋中） 胡青燕（晋中） 雷雪梅（晋中） 李秀花（晋中）

陈慧明（阳泉） 丁素华（阳泉） 荆秀银（阳泉） 李丽敏（阳泉）

梁惠珍（阳泉） 苗秋林（阳泉） 聂静梅（阳泉） 吴玉兰（阳泉）

许赵昌（阳泉） 杨晓红（阳泉） 张海英（阳泉） 张俊林（阳泉）

张考生（阳泉） 白凤英（阳泉） 陈绍娟（长治） 刘文胜（长治）

田转平（长治） 王俊国（长治） 杨云山（长治） 师晓丹（长治）

李国庆（晋城） 张小牛（晋城） 朱银秀（晋城） 牛连根（晋城）

林红丹（晋城） 李义祥（临汾） 秦建瑛（临汾） 王富山（临汾）



周秀平（临汾） 程建芳（临汾） 黄 山（运城） 杨 婷（运城）

刘栓安（运城） 李军艳（运城） 宋云蛟（运城） 张 旭（运城）

史续迁（运城） 杨自学（运城） 李惠平（运城） 薛万合（运城）

祁 锋（运城） 郭 芳（运城） 温静敏（运城） 尹国鳔（运城）

薛晋娴（运城） 曲治华（运城） 谢庆锡（运城） 郭晓叶（省直）

戎三喜（省直） 雷 萍（省直） 刘晓瑜（省直） 雷秀萍（省直）

刘瑜玲（省直） 巩稀奎（省直） 赵南南（省直） 侯文禄（省直）

蔺春华（省直） 张 玲（省直） 宋化江（省直） 袁如瓒（省直）

绘画类三等奖名单

（150 名）

申海鱼（太原） 闫政维（太原） 段栓有（太原） 任文艳（太原）

关 毅（太原） 庞清德（太原） 裘景新（太原） 孙惠美（太原）

安保拴（太原） 刘铜明（太原） 梁一超（太原） 杨柏令（太原）

刘燕燕（太原） 孙春记（太原） 崔 敏（太原） 赵 军（太原）

刘起旺（太原） 项建平（太原） 贾瑞红（太原） 董翠萍（太原）

王翠贞（大同） 建 华（大同） 张 丽（大同） 云 河（大同）

淑 贞（大同） 支配兰（朔州） 潘 玲（朔州） 李旭亚（朔州）

袁焕梅（朔州） 王培玲（忻州） 韩秀萍（忻州） 孟学斌（忻州）

尚彩宙（忻州） 侯俊秀（忻州） 任巧珍（吕梁） 高桂英（吕梁）

高 梅（吕梁） 郭清梅（吕梁） 贺翠萍（吕梁） 郭 平（吕梁）

康文斌（吕梁） 李凤平（吕梁） 李应娥（吕梁） 刘凤连（吕梁）

刘淑琴（吕梁） 马龙喜（吕梁） 石 磊（吕梁） 王钢峰（吕梁）



王洪廷（吕梁） 王月生（吕梁） 孙丽霞（吕梁） 王云峰（吕梁）

闫 庆（吕梁） 游余秉（吕梁） 郭喜波（吕梁） 胡海江（晋中）

陈仙梅（晋中） 申武秀（晋中） 杨素梅（阳泉） 侯美莲（阳泉）

李家忠（阳泉） 甄世芳（阳泉） 师书虎（长治） 张保栋（长治）

栗天福（长治） 杨建华（长治） 李梅英（长治） 李下蹊（长治）

王永红（长治） 王文敏（长治） 李 晶（长治） 刘雪梅（长治）

孙彩英（长治） 桂焕珍（长治） 郭爱英（长治） 陈玲玲（长治）

李全芳（长治） 裴梅香（长治） 叶 军（长治） 王素兰（晋城）

尚新民（晋城） 郝建朝（晋城） 刘亚萍（晋城） 牛喜胜（晋城）

朱光太（临汾） 荣爱玲（临汾） 陈 虎（临汾） 张福廷（临汾）

蔡 芳（临汾） 赵华丽（临汾） 张青山（临汾） 王晓祥（临汾）

刘根贤（临汾） 樊全旺（临汾） 李汉默（临汾） 陈增高（临汾）

芝光林（临汾） 仇 锦（临汾） 周玉莲（临汾） 白建平（临汾）

梁三捷（临汾） 杨安定（临汾） 张巧玲（临汾） 毛颖华（临汾）

王青红（临汾） 文 军（临汾） 王群山（临汾） 张振义（临汾）

王立果（临汾） 李会彦（临汾） 胡晓丽（临汾） 张年利（临汾）

祁立义（临汾） 王爱芳（临汾） 房华龙（临汾） 韩同军（临汾）

柴茂荣（临汾） 王树柳（临汾） 景洪夫（运城） 赵甲寅（运城）

李鲜果（运城） 尚民英（运城） 董俊高（运城） 李玉丽（运城）

王清明（运城） 马冬雪（运城） 赵风茂（运城） 闫金顺（运城）

姜 辰（省直） 乔本慧（省直） 王福忠（省直） 武建明（省直）

孙 洁（省直） 张云珠（省直） 杨向林（省直） 杜长安（省直）



朱辽予（省直） 李庶宏（省直） 王野平（省直） 黄海涛（省直）

赵惠梅（省直） 张莉清（省直） 李 勤（省直） 吴振兰（省直）

邢卯川（省直） 赵玉良（省直） 赵彦庄（省直） 张春花（省直）

董书新（省直） 朱宪章（省直）

（三）摄影类（230 名）

摄影类一等奖名单

（50 名）

郭会生（太原） 武跃钢（太原） 慕振华（太原） 武学忠（太原）

王晓彭（太原） 程秀贞（大同） 李 习（大同） 于义堂（大同）

李继平（吕梁） 尔学礼（吕梁） 刘建国（吕梁） 邓仁岐（吕梁）

郭志远（吕梁） 李茂德（晋中） 郝锦华（阳泉） 马凤朝（阳泉）

史志琪（阳泉） 张海峰（长治） 武华波（长治） 李政国（长治）

李素英（长治） 王五唐（长治） 闫国平（长治） 赵保亭（晋城）

张生保（晋城） 吕平原（晋城） 王晓玲（临汾） 刘贵明（临汾）

谭振亮（临汾） 靳秀峰（临汾） 薛万合（运城） 肖永平（运城）

李串德（运城） 高景成（运城） 葛军贤（运城） 裴喜锁（运城）

刘文礼（运城） 郭改梅（运城） 靳巧云（省直） 王胜维（省直）

张志刚（省直） 张咸志（省直） 汤柏铭（省直） 李 枫（省直）

赵余录（省直） 任云槐（省直） 郭明生（省直） 邓建明（省直）

董京晖（省直） 许 鹏（省直）

摄影类二等奖名单

（80 名）



毕振府（太原） 高 华（太原） 郝鹏飞（太原） 郑明英（太原）

王素珍（太原） 赵 静（太原） 孙秉权（大同） 高 义（大同）

尹 继（大同） 王秀梅（大同） 强 叶（大同） 张亮全（吕梁）

贾建忠（吕梁） 李扣喜（吕梁） 徐云智（吕梁） 刘 兵（吕梁）

刘存礼（吕梁） 刘奋爱（吕梁） 刘应龙（吕梁） 李子中（吕梁）

刘瑞芬（吕梁） 司永明（吕梁） 苏爱环（吕梁） 王建琴（吕梁）

常忠萍（晋中） 范海波（晋中） 高永强（晋中） 王跃棠（晋中）

杨文翔（晋中） 郑代富（阳泉） 张瑞平（阳泉） 王海存（阳泉）

郭起富（长治） 琚变娥（长治） 常东升（长治） 任跃兵（长治）

申 红（长治） 石美霞（长治） 王安义（长治） 王鹏宇（长治）

王苏陵（长治） 武高宏（长治） 赵秀龙（长治） 秦丙和（长治）

秦安平（长治） 李仲勋（长治） 蔡雷飚（长治） 翟晋红（晋城）

杨明明（晋城） 张永庆（晋城） 张富荣（晋城） 贾明星（临汾）

李理理（临汾） 王 平（临汾） 范吉忠（临汾） 田 敏（运城）

董俊高（运城） 冯泽生（运城）李万廷（运城） 任社会（运城）

王国栋（运城） 尉东生（运城）杨先勇（运城） 杨占彪（运城）

姚安社（运城） 姚世凯（运城）张俊平（运城） 张 扬（运城）

刘永保（省直） 苏北并（省直）宋卓君（省直） 王方午（省直）

刘化山（省直） 张敦平（省直） 傅卫东（省直） 李华刚（省直）

王石会（省直） 张龙飞（省直）

摄影类三等奖名单

（100 名）



闫海燕（太原） 王继祥（太原） 杨石柱（太原） 陈烈桃（太原）

邸宝兰（太原） 龚树萍（太原） 高银卯（太原） 刘凤鸣（太原）

任宪磐（太原） 李桂娥（太原） 熊 英（大同） 李玉梅（大同）

杨存新（大同） 藏银胜（大同） 陈建慧（大同） 白建平（大同）

陈殿玉（吕梁） 李莲香（吕梁） 郭凤兰（吕梁） 张 振（吕梁）

程怀生（吕梁） 任建忠（吕梁） 冯福昌（吕梁） 张建国（吕梁）

王慧平（吕梁） 康继荣（吕梁） 路晓梅（晋中） 赵祝康（晋中）

李 森（晋中） 樊巧梅（晋中） 刘立明（晋中） 王尚根（晋中）

许桂英（晋中） 冯钟声（阳泉） 贾江武（阳泉） 李彩英（长治）

李爱华（长治） 刘耀清（长治） 程增贤（长治） 邓小平（长治）

龚来文（长治） 李 芳（长治） 李建华（长治） 徐志刚（长治）

苗翠菲（长治） 赵秀龙（长治） 郝秋杰（长治） 李红斌（长治）

赵国太（晋城） 周竹青（晋城） 张全靠（晋城） 杨 霖（晋城）

杨国庆（晋城） 郑夫川（晋城）刘廷贵（晋城） 胡翠平（晋城）

陈琪忠（晋城） 王国英（晋城）王德全（晋城） 李安运（临汾）

张振之（临汾） 郑玉文（临汾） 武 俊（临汾） 张金元（临汾）

王文选（临汾） 秦淑贞（运城） 吕客礼（运城） 周 江（运城）

许凤梅（运城） 贺淑巧（运城） 卫文国（运城） 崔松良（运城）

杨志龙（运城） 黄俊荣（运城） 赵科省（运城） 王卫星（运城）

刘润生（省直） 吴亚玲（省直） 郭 华（省直） 彭开明（省直）

梁志刚（省直） 高卫平（省直） 魏晓勤（省直） 聂如林（省直）

武宗理（省直） 武瑞芳（省直） 唐正伟（省直） 高玉平（省直）



牛德发（省直） 许 涛（省直） 宋伯为（省直） 范谋英（省直）

闫 毅（省直） 任俊梅（省直） 任炳奇（省直） 郝小清（省直）

郭亚平（省直） 孙 鉴（省直） 张庆华（省直） 王春生（省直）

（四）微视频类（70 名）

微视频类一等奖名单

（15 个）

1. 《绿化将军》（大同）

2. 《老兵郭启德：我在上甘岭的 8 天 8 夜》（吕梁）

3.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长治）

4. 《百幅牡丹颂党恩》（长治）

5. 《永远的忠诚》（运城）

6. 《善者任翁—张改明》（运城）

7. 《初心不改 情怀永红 》（运城）

8. 《桐乡暖 爱无疆》（运城）

9. 《堆云洞里书忠诚》（运城）

10. 《我的党性不退休》（运城）

11. 《 舞出最美夕阳红》（运城）

12. 《团结渠的峥嵘岁月》（运城）

13. 《山里人的梦—高文毓》（运城）

14. 《 信念，永不褪色 》（省农业农村厅）

15. 《只要不倒下 我就要讲好这段历史》（省检察院）



微视频类二等奖名单

（25 个）

1. 《最美的回眸》（太原）

2. 《“童心向党，快乐成长“系列活动》（太原）

3. 《抗日英雄曹德本》（大同）

4. 《口述历史 3 分钟》（大同）

5. 《文安社区——志愿服务暖千家》（吕梁）

6. 《献礼建党 100 周年——文水县老年大学组织开展文艺

节目排练》（吕梁）

7. 《王保平：义务传习武术上千人》（吕梁）

8. 《刘继烈：我用一生讲好姐姐的事迹》（吕梁）

9. 《从文化迷到守墓人》（长治）

10. 《大山深处的农耕收藏家》（长治）

11. 《三尺讲台践初心》（长治）

12. 《文化养老乐融融》（长治）

13. 《李林：书法献礼 笔墨抒情》（临汾）

14. 《古县老干部风采》（临汾）

15. 《心中有党 夕阳生辉》（临汾）

16. 《唱红歌 演红戏 传播正能量》（运城）

17. 《我记得》（运城）

18. 《效宽党课进支部 》（运城）

19. 《丹青溢彩 翰墨飘香》（运城）



20. 《红色家庭》（运城）

21. 《翰墨古魏情 幸福芮城梦》（运城）

22. 《夫唱妻和拍摄忙》（运城）

23. 《倏尔一生 初心无悔》（运城）

24. 《开学啦》（运城）

25. 《普法路上》（运城）

微视频类三等奖名单

（30 个）

1. 《红军东征过娄烦》（太原）

2. 《小院党课》（太原）

3. 《白衣战士，我向你敬礼》MV （太原）

4. 《美丽社区幸福家》（大同）

5. 《百年奋斗路 银龄心向党》（吕梁）

6. 《抗击疫情携手同行》（吕梁）

7. 《老干部志愿服务队白家塔实践基地》（吕梁）

8. 《吕梁市离退休党支部书记走进王家坪》（吕梁）

9. 《打赢肺炎疫情狙击战》（长治）

10. 《在灿烂的阳光下唱只红歌给党听》（长治）

11. 《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主题当日活动》（长治）

12. 《红色霞庄》（长治）

13. 《舞动红色风采》（长治）

14. 《老骥伏枥报党恩 余热生辉报党恩》（临汾）



15. 《曹记荣：夕阳正红 快乐生活》（临汾）

16. 《幸福地成长》（临汾）

17. 《传承红色基因》（临汾）

18. 《古县老干部局工作集锦》（临汾）

19. 《“法”最可信》（临汾）

20. 《张思德的故事》（运城）

21. 《书法家解振声》（运城）

22. 《初心不改写忠诚 警魂永驻夕阳红》（运城）

23. 《传承非遗文化 镲说百年党史》（运城）

24. 《河津市“永远跟党走”书画作品展》（运城）

25. 《红色圣地翟家庄》（运城）

26. 《欢乐腰鼓》（运城）

27. 《重走长征路》（运城）

28. 《市检察院老干部“三零”创建宣传活动》（运城）

29.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党性学习教

育活动》（运城）

30.《我是志愿者》（省卫健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