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剧类
特别荣誉奖（1名）

作品：《郭明义》（话剧）
编剧：黄伟英、黑继文 导演：宋国锋
主演：李跃民、顾玲玲、彭靖、张玉春、张明亮
单位：辽宁省人民艺术剧院

一等奖（2名）
作品：《十二月等郎》（花鼓戏）
编剧：盛和煜 导演：张曼君 作曲：王文训
唱腔设计：喻新才 配器：赵芳
舞美设计：修岩 灯光设计：邢星
服装设计：盖燕 等
单位：湖北省荆门市艺术剧院

作品：《三峡人家》（方言话剧）
编剧：刘国伟 艺术策划：高新生
导演：王小琮 副导演：孙世奇
主演：朱启瑞、刘莹、牟方瑛子、刘格生
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人口文化促进会

二等奖（6名）
作品：《古丢丢》（儿童剧）
编剧：邱建秀 导演：钟浩
舞美设计：刘一、刘复
主演：镇亚荆、刘莎莎、曹丞、王焱 等
单位：湖北省武汉人民艺术剧院

作品：《那串风铃在响》（散文剧）
总顾问：雷于蓝 总策划：张枫
总监制：云斌、陈义平
策划：杨道本、钟庆才、李仁义
监制：李晋兴 编剧：胡杨 导演：乜书杰
单位：广东省人口文化促进会

作品：《叩问青春》（小剧场话剧）
编剧：沈经伟、赵阳 导演：石俊
主演：杨晋、张哲玮、朱静瑛、金一帆、林海棠
单位：浙江省杭州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杭州话剧团

作品：《哎呀，我的小冤家》（现代彩调剧）
编剧：常剑钧 导演：龙杰锋、周瑾
作曲：沈桂芳、王江阳
舞美设计：雷敏 灯光设计：邓森
主演：杨步云、周瑾、朱凤立 等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彩调剧团

作品：《计生专干》（话剧）
编导：王志洪 主演：王雄丽、兰玲
舞美设计：李江天、蒋全洲
单位：宁夏话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作品：《阳光大姐》（现代吕剧）
导演：孔铁 作曲：王达
舞美设计：房珉
司鼓：王红星 坠琴：苏波
主演：李霄雯、朱泓运、吕焕岭、赵玉秋 等
单位：山东省济南市吕剧院

三等奖（10名）
作品：《山里红》（秦腔现代戏）
编剧：田小牛 导演：何红星 主演：袁丫丫
单位：甘肃省天水市秦剧团

作品：《请您注意我》（相声剧）
编导：陈红旭
主演：李明建、余泽洋、大郎、牧童、赵丽、李白 等
灯光：王伟 舞美：马守国、刘鹏程
单位：河南省郑州市一二一喜剧坊

作品：《山乡新曲》（现代平调剧）
导演：郝乃堂
策划：张文柱、张兴旺、孙华云、贾保娥
单位：河北省邯郸市涉县人口计生委、计生协

作品：《生命的彩虹》（二人台，情景剧）
总策划：闫志强、王秀莲
策划：韩文林、任宽厚、姚国良
艺术总监：付秀莲 编剧：苗立青
作曲：耿飞 导演：刘富英 副导演：刘飞 等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口计生委

作品：《老夫老妻》（小戏曲）
编剧：陈解民、贾明君
导演：李博 作曲：张长明
主演：徐小梅、刘跃武、王瑞丽
单位：河南省漯河市银鸽艺术团

作品：《冤家亲家》（花灯小戏）
编剧：李淑华、陈晓静、阮永骞
导演：严伟、陈明玉 作曲：李鸿源
主演：休青、沈建南 服装：马雪丽
单位：云南省玉溪市花灯剧团

作品：《爱的幸福》（戏剧小品）
编剧：次仁玉珍 导演：玉珍

主演：格桑德吉、拉琼、仁青、大普次、索朗德吉、
旦增罗布、其美拉姆

单位：西藏自治区话剧团

作品：《计生小组长》（歌仔戏小戏）
编剧：林志杰 导演：苏燕蓉
单位：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政府

作品：《大山里》（现代京剧）
编剧：孙殿英 导演：马惠民
艺术顾问：李学忠
音乐：杨宗祥 唱腔设计：沈鹏飞、祝福
主演：马力、刘大可、谈元、左雅、黄亮 等
单位：北京京评戏曲剧团

作品：《吕梁儿女》（现代晋剧）
编剧：齐陶、徐亭松 导演：张俊杰、赵双迎
音乐设计：刘和仁 编曲配器：刘和跃
舞美：谢同玅 灯光：高阳、赵常忠
单位：山西省吕梁市晋剧院

优秀奖（9名）
作品：《瑶山长明灯》（音乐情景剧）
编导：林超俊
音乐：黄有异 大屏幕视频：黄波 等
舞美设计：黄敏 舞蹈设计：陈智、蒋林芸
主演：李奇良、吴勇志、石堰、李璐、李燕妮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家协会

作品：《军魂》（话剧小品）
策划：李廷艳 编导：秦锦屏
主演：张宏阳、焦洪军、吴建筑、罗栋 等
单位：广东省公安边防七支队

作品：《贺喜路上》（花灯小戏）
编导：伊兰、黑建国、张启贤、于洋
单位：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艺术团

作品：《风铃》（话剧）
编剧：孙祖平 总导演：龙俊杰
导演：潘光宇 主演：张志一、耿艳
单位：江苏省南通艺术剧院

作品：《未婚妈妈》（现代平弦戏）
编剧：纪丁 导演：韩振育 作曲、配器：陈启明
舞蹈编导：吴娟 击乐设计：沈德成
舞美设计：肖晶淼 灯光设计：周先锋
服装设计：顾艺雯 等
单位：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

作品：《探亲公寓》（话剧小品）
编剧：陆伦章 导演：孔祥瑜
单位：江苏省苏州市滑稽剧团

作品：《牵着你的手》（话剧小品）
总策划：隋枝叶、李柳青
总导演：黄书栩、范慧琨 导演：吴清水
策划：陈泽贤、周晓姜、林雪茹、唐蕾 等
单位：海南省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

作品：《女儿如花》（现代陇剧）
编剧：刘境、畅快
单位：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秦剧团

作品：《计划生育就是好》（老腔）
编导：党安华
单位：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人口计生局

音乐类
一等奖（1名）

作品：《人口与地球》
作词：王致铨 作曲：曲致正
单位：辽宁省大连致正学校

二等奖（3名）
作品：《家国天下锦绣春》
作词：李斌 作曲：赵麟 演唱：王宏伟
导演：张汉湘、刘健、何苗
策划：张建、伦秀伟
单位：中国人口宣教中心

作品：《幸福之城》
作词：张海宁 作曲：郭静菡
演唱：张丹丹 出品人：胡冰
监制：乔方 艺术指导：孙金国
单位：上海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

作品：《这条路》
策划：张建琼、文继莲
词曲：邹凤玲、顾昭华 等
单位：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口计生局

三等奖（5名）
作品：《为你打开的雨伞》
作词：范文芳 作曲：刘跃强、韩菡
单位：中国音协《歌曲》编辑部

作品：《彩云》
作词：王晓明 作曲：赵建荣、王路佳
单位：浙江省金华市人口计生委

作品：《瀑乡刺梨花》
作词：杜光荣 作曲：朱灿 演唱：鞠小玲
单位：贵州省安顺市镇宁自治县计生局

作品：《婚育新风进万家》
作词：杨英杰 作曲：刘钢
单位：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刘钢音乐工作室

作品：《下一站是幸福》
词曲：何沐阳 演唱：徐千雅 音乐编辑：刘洋
单位：深圳广电集团音乐频道、深圳市音乐家协会

优秀奖（9名）
作品：《雪花情》
作词：王占明 作曲：鄂矛 演唱：金婷婷
单位：北京市民防局

作品：《贴心人》
作词：王培元 作曲：赵勇 演唱：常小花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文化馆

作品：《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作词：田润启 作曲：王义来
单位：辽宁省海城市人口计生局

作品：《你是好人》
作词：程绿竹 作曲：李绍维 演唱：胡明媚
单位：辽宁省营口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

作品：《朝霞之光》
作词：次仁亚培 作曲：多吉欧珠
单位：西藏电视台、西藏音乐家协会

作品：《阳光志愿者》
作词：马凌姗 作曲：吴军 监制：张爱琴
策划：郭鲜花 导演：严肖平
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口计生委

作品：《为了家园和谐美》
作词：成钢 作曲：王文麟
单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口计生局

作品：《爱的怀抱》
作词：单协和 作曲：濮俊宇
单位：深圳市卓越嗓音科研所、深圳市音乐家协会

作品：《感谢好生活》
作词：许建强、藏宁子 作曲：陈道斌
音乐录音：孙绍坚
单位：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

曲艺类
一等奖（2名）

作品：《儿子梦》（相声）
作者：马云路、刘际 表演：贾伦、连春建
单位：中国煤矿文工团

作品：《母舅》（小品）
编导：熊光平 表演：熊光平、丁旭、宋小荣
单位：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地方剧团

二等奖（6名）
作品：《不能再有了》（小品）
编剧：陈习俭 导演：许大森
灯光舞美：魏涛
表演：牛鹏涛、亓凌、崔银龙、韩冰
单位：中平能化集团戏剧曲艺协会

作品：《娘》（快板）
作者：张长来 表演：王顺亭
单位：北京市东城区第二文化馆（北京快板沙龙）

作品：《家庭健康促进计划在邻里》（单弦）
编导：王厚铁
单位：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人口计生局

作品：《孙子迷》（汶河大鼓）
主创：张守唐 改编：葛业森、石向梅
单位：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口计生局

作品：《两个老汉比高低》（山东快书）
编导：陈守平、孙波
单位：山东省烟台市人口计生宣教中心

作品：《开学第一天》（四川清音）
作词：秦渊 作曲：向胜
辅导：施敏 演唱：何立苇
单位：四川省巴中市文化馆

三等奖（10名）
作品：《关爱》（小品）
编导：刘凤英、李玉凤

单位：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口计生局

作品：《回家过年》（小品）
编剧：俞志清 导演：王丽鹤
表演：石磊、谢承颖
单位：上海市虹口区文化艺术馆

作品：《B超游击队》（小品）
编导：朱恩生
单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传化艺术团

作品：《婚育新风进万家》（音乐快板）
词曲：汪大刚
配器制作、音乐合成：李昌明
节目编导：胡晓兰 排练：李翔娥、易媛媛
单位：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人口计生委

作品：《采茶灯》（龙岩说唱）
编导：郭金香
单位：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口计生局、计生协

作品：《仲秋月》（河南坠子）
作词：彭勃 作曲：赵铮 编配：陈利民
演唱：王国军、徐晓娜 伴奏：河南省曲艺团乐队
单位：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曲艺团

作品：《爱的体验》（小品）
导演：兰珍 编剧：张瑞田
策划：张国松、尹北琛 监制：徐钢
表演：尹北琛、张瑞田、郑志方
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口计生委

作品：《夕阳花开更鲜红》（青海越弦）
编剧：常建生、何晓燕、刘世维
导演：党海云
单位：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人口计生局

作品：《大爱人生》（小品）
导演：张国平、荆林野
单位：深圳市曲艺家协会

作品：《嫁人就嫁解放军》（小品）
编剧：任慧、项磊 导演：李铁、李晖
单位：广州军区空军武汉指挥所政治部

优秀奖（10名）
作品：《计生政策暖人心》（群口快板）
编剧：李占立、邵同桂、尚立新
导演：田翠荣
单位：北京市丰台区丰台街道计生办

作品：《改戏》（小品）
编导：黄桂生 表演：黄桂生 等
单位：天津市宝坻区文化广播电视局

作品：《做B超》（小品）
编导：孟庆凤、杨景东 表演：孟庆凤
单位：天津市西青区人口计生委

作品：《欢喜冤家》（小品）
编剧：徐开麟
导演：张应湘
表演：花宝金、徐志华、孙清
单位：上海市黄浦区文化馆

作品：《快乐老人》（小品）
编导：李义孔、陈利民
单位：河南省济源市人口计生委

作品：《计划生育喜事多》（苗鼓说唱）
作词：吴善流 作曲：李永生
单位：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口计生委、

计生协

作品：《借腹》（金钱板）
编导：陈孝智、赵安平
表演：陈孝智
单位：四川省自贡市曲艺家协会

作品：《老来福》（小品）
编导：贺宏琼
单位：贵州省贵阳市人口计生委

作品：《春天要来了》（小品）
编导：杜林
表演：刘玖玲、刘耕余、李洋、贾雯琳、梁尚君
单位：四川省攀枝花市艺术剧院

作品：《寻找那棵树》（小品）
创作：滕广强、李雨岷
表演：于伟、徐纯学、刘晶、朱泉颖、王佳愔
单位：辽宁省大连市人口计生委

舞蹈类
一等奖（1名）

作品：《骑楼晚风》
总策划、总监制：熊健

策划：许锐、王舸 总编导：王舸
统筹：吴泼 编剧：许锐
作曲：程远 等
单位：广东歌舞剧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3名）
作品：《围楼里的成长》
编导：赵艳、何好、陶莹莹
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作品：《山城女民工》
作曲：林幼平 编导：董进波
单位：重庆市北碚区人口计生委、人口文化促进会、

文化馆

作品：《爸爸的画笔》
编导：熊涛、李翔
单位：湖北省武汉歌舞剧院

三等奖（5名）
作品：《英雄无悔》
编导：林健、黄雁飞
单位：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办事处

作品：《鄂尔多斯婚礼》
总策划：王文俊 编剧：李明克
导演：哈迪 音乐制作：崔敏
执行导演：高娃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响沙湾民族歌舞团

作品：《波涛上的坦途》
编舞：黄拓 演出：65739部队
单位：辽宁省军区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作品：《小船摇呀摇》
作曲：付鸣 编导：施红
演出：陕西小天鹅艺术团
单位：陕西省计生宣教中心

作品：《唢呐送我出大山》
编舞：李生权 排练：蒋小江、蔡伟
主演：蔡伟、陈娟、吴露芬 等
单位：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

人口计生局

优秀奖（7名）
作品：《老太太的现代生活》
编导：刘心实 辅导：刘勇
主演：黄玉钰、张建荣、曾红
单位：深圳市群众艺术馆

作品：《水上婚嫁》
编剧、总导演：蒋立秋
作曲：刘振球 执行导演：卓苾佳
单位：广东省珠海长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作品：《回家》
编导：王炜、姚丽莎
单位：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文化中心

作品：《渔村的记忆》
编导：黄秀珍
领舞：师蕾、叶舟、罗美端 等
单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文化馆、艺术团

作品：《平衡》
编导：蒋晨光
单位：深圳市龙岗区文化馆、龙城街道计生办

作品：《和弦曲》
编导：何少伟 作曲：刘琦
单位：中国煤矿文工团

作品：《太行山村的女娃娃》
导演、编舞：李明珍
指导老师：郭燕
主演：赵嘉琪、程淑媛 等
单位：山西省晋中市人口文化促进会

组织工作奖
河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辽宁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江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山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家协会
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四川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戏剧家协会
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煤矿文工团

第十四届中国人口文化奖（舞台艺术类）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