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高校期刊研究会（通知） 
渝高校期刊〔2021〕8号 

 

关于表彰“庆祝建党 100 周年”书法、美术、摄影及 

短视频作品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反映各会员单位的办刊风采和党建成果，重庆市

高校期刊研究会于 2021 年 3—6 月开展了“庆祝建党 100 周年”书法、美术、摄影短视频作品

征集活动，共征集到参展作品 82 件：书法作品 14 件、美术作品 8 件、摄影作品 49 件、短视

频 9 件和 PPT 2 件。经研究会五届十三次常务理事会评议，评出获奖作品 38 件：特等奖 7 件、

一等奖 7 件、二等奖 8 件、优秀奖 16 件，见附件。评选出优秀组织奖单位 4 家：重庆大学期

刊社、重庆文理学院期刊社、西南政法大学期刊社、重庆邮电大学期刊社。 

希望获奖的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上再立新功。 

附件： “庆祝建党 100 周年”书法、美术、摄影及短视频作品获奖目录 

序号 作品名称 种类 单位 姓名 等级 

1 《江山如此多娇》 书法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 兰刚 特等奖 

2 《共产党宣言》选抄 书法 《重庆高教研究》编辑部 蔡宗模 特等奖 

3 《走过雪山》 美术 西南政法大学期刊社 林士平 特等奖 

4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短视频 西南大学期刊社 西南大学期刊社 特等奖 

5 《最美乡村-婺源》 摄影 重庆大学期刊社 王淼卉 特等奖 

6 《修建中的红岩华门》 摄影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编辑部 苏小亨 特等奖 

7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短视频 重庆邮电大学期刊社 重庆邮电大学期刊社 特等奖 

8 《饮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赋谢》 书法 西南政法大学期刊社 董彦斌 一等奖 

9 《秦泗河诗词选》 书法 《中华创伤杂志》编辑部 刘国栋 一等奖 

10 《庆祝建党 100 周年》 书法 重庆师范大学期刊出版中心 左福生 一等奖 

11 《建党百年，花开富贵》 美术 《公路交通技术》编辑部 老关 一等奖 

12 《启航》 摄影 《重庆高教研究》编辑部 吴朝平 一等奖 

13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短视频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黄颖 一等奖 

14 
《重庆·巴南·木洞河街-格桑花

开》 
短视频 重庆大学期刊社 欧阳雪梅 一等奖 



 

1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 书法 《公路交通技术》编辑部 老关 二等奖 

16 《绿水青山》 美术 《中国药房》编辑部 陶婷婷 二等奖 

1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美术 《当代金融研究》编辑部 申玉洁 二等奖 

18 《花开富贵》 美术 重庆大学期刊社 王秀玲 二等奖 

19 《青山空蒙》 摄影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编辑部 苏小亨 二等奖 

20 《新老重庆》 短视频 重庆大学期刊社 王淼卉 二等奖 

21 《启航》 摄影 重庆邮电大学期刊社 冯辉宗 二等奖 

22 《杨闇公血洒佛图关》 短视频 重庆邮电大学期刊社 杨丽娟 二等奖 

23 《春》 摄影 重庆大学期刊社 胡玥 优秀奖 

24 《春江水暖鸭先知》 摄影 重庆大学期刊社 崔守奎 优秀奖 

25 《风吹草低现牛羊》 摄影 重庆大学期刊社 邓云 优秀奖 

26 《水墨故居》 摄影 重庆文理学院期刊社 杨慷慨 优秀奖 

27 《蓝天绿水》 摄影 西南政法大学期刊社 李雪 优秀奖 

28 《欣欣向荣》 摄影 四川外国语大学期刊社 路小明 优秀奖 

29 《变化》 摄影 重庆大学期刊社 袁虹 优秀奖 

30 《硕果累累》 摄影 重庆大学期刊社 张强 优秀奖 

31 《编辑学党史-字斟字酌》 摄影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赵庆来 优秀奖 

32 
《感知时代记忆 追忆三线建设

芳华》 
摄影 重庆交通大学期刊社 寸锡彦 优秀奖 

33 《收获》 摄影 重庆邮电大学期刊社 郭毅 优秀奖 

34 《红色基因》 摄影 重庆邮电大学期刊社 李春英 优秀奖 

35 《传承·奋进》 摄影 重庆大学期刊社 周沫 优秀奖 

36 
《百年党史护佑国泰民安，四世

同堂共享美好生活》 
短视频 重庆市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 舒安琴 优秀奖 

37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PPT 《探索》杂志社 陈卓 优秀奖 

38 《庆祝建党 100 周年》 PPT 西南政法大学期刊社 赵秀英 优秀奖 

 

特此通知。 

 

 

                                               重庆市高校期刊研究会 

 

                                               2021年 7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