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彩陇原·喜迎党的二十大——第四届甘肃省美术“金

驼奖”作品展复评入选、拟获奖名单公示 

中国画(108 幅) 

1 金奖 巫卫东 《梨园春醒》 兰州画院 

2 金奖 郭峰 《春风吹响太平调》 甘肃画院 

3 金奖 郑开运 《古塬春晓》 庆阳 

4 金奖 牛路军 《沐光》 财大 

5 银奖 赵子婵 《富民新区》 兰州 

6 银奖 周军 
《拓荒者--致西北 

美术教育先驱者》 
师大 

7 银奖 霍彦斌 《春到陇原》 天水 

8 银奖 王安民 《大河之城·兰马精神》 兰州 

9 银奖 陈彬 《黄河流韵》 兰州 

10 银奖 宋丽娜 《丝路天使》 师大 

11 铜奖 王玉荣 《好日子》 酒泉 

12 铜奖 董哲 《敦煌精神》 定西 

13 铜奖 张云 《乞巧欢歌》 兰州画院 

14 铜奖 严君 《社火·闹》 武威 

15 铜奖 张宪文 《大丰歌吟升平乐》 甘肃画院 

16 铜奖 蒙朝晖 《盛世雄风》 陇南 

17 铜奖 徐丽娜 《传承》 庆阳 

18 获奖提名 冯华茂 《不负韶华》 庆阳 

19 获奖提名 冯旺朝 《风华时代》 武威 

20 获奖提名 剡鹏飞 《暖阳下之二》 庆阳 

21 获奖提名 乔一秀 《赶集》 张掖 

22 获奖提名 苏丽霞 《敦煌守护者》 天水 



23 获奖提名 秦玉柱 《援手》 酒泉 

24 获奖提名 周新平 《陇上腊月图》 兰州 

25 获奖提名 郑薇 
《河西走廊家园的昨天 

今天》 
兰州画院 

26 获奖提名 党耀东 《大山深处凡尘远》 兰州 

27 获奖提名 马克库 《风清云淡醉家园》 白银 

28 获奖提名 马海燕 《故园入梦甜亦香》 甘南 

29 获奖提名 陈梦希 《朝兮暮兮》 甘肃画院 

30 获奖提名 宋云华 《一方家园》 天水 

31 获奖提名 王珮如 《鸣声悦耳随风远》 兰州 

32 获奖提名 赵国强 《太平鼓声震河山》 兰州 

33 获奖提名 刘健 《古韵新唱》 师大 

34 获奖提名 曹俊 《党有好消息》 酒泉 

35 获奖提名 杨昆 《山乡有梦》 平凉 

36 获奖提名 宋廉欣 《众志成城》 兰州 

37 获奖提名 金长虹 《惠风润陇原》 甘肃画院 

38 获奖提名 高翾 《居有竹》 天水 

39 获奖提名 顾彩虹 《报得三春晖》 白银 

40 获奖提名 霍辉民 《高峡 碧水拥丹山》 兰州 

41 入选 赵明煜 《秋实》 白银 

42 入选 刘晋延 《金色的工地》 兰州 

43 入选 王彩娟 《金城春秋》 兰州 

44 入选 冯永强 《唱社火》 天水 

45 入选 刘奋强 《旧貌新颜》 甘南 

46 入选 赵丽媛 《美丽新农村》 张掖 

47 入选 邵小龙 《大山之恋》 平凉 

48 入选 梁大烔 《药香漫金秋》 定西 



49 入选 管园园 《青春圆梦之谷爱凌》 临夏 

50 入选 鲁鹏鹏 《椒园春望》 陇南 

51 入选 刘逸荻 《非遗》 师大 

52 入选 汪丽霞 《黄河古象》 白银 

53 入选 杜家豪 《乌兰新征程》 白银 

54 入选 张义 《清泉流响惬山林》 陇南 

55 入选 杨颉瑜 《恬憩》 庆阳 

56 入选 陆卫红 《百年风华》 陇南 

57 入选 闫剑浩 《李朝威著柳毅传》 定西 

58 入选 张文斌 《5G时代·高原》 陇南 

59 入选 张馨雨 《扎西德勒》 武威 

60 入选 张瑞娜 《塬·春妆》 定西 

61 入选 巫越 《都市阳光》 兰州 

62 入选 张超慧 在党的阳光下 陇南 

63 入选 郭思言 《筏子客》 甘肃画院 

64 入选 米金锁 《又见敦煌》 嘉峪关 

65 入选 冯金霞 《问道敦煌》 武威 

66 入选 张发俭 《华彩空间》 金昌 

67 入选 刘国斌 《新时代的镍都》 金昌 

68 入选 关杜平 《净土》 天水 

69 入选 王启江 《千里万里心里梦里》 敦煌 

70 入选 范文霞 《河源花香》 定西 

71 入选 张朝晖 《雪域传佳音》 武威 

72 入选 李晓宏 风里雨里》 定西 

73 入选 魏永基 《梵音》 兰州 

74 入选 李晓琴 《美好生活的建设者》 金昌 



75 入选 白恩平 《西凉窟韵》 兰州画院 

76 入选 陶岩希 《梦于家山》 甘肃籍 

77 入选 李晓霞 《归帆天际看》 金昌 

78 入选 郭丽娟 《逐梦.飞翔》 兰州 

79 入选 赵红星 《奇儿女茹松柏》 张掖 

80 入选 白毅志 《绿染家山》 兰州 

81 入选 杨凤英 《流动的幸福》 庆阳 

82 入选 牛丽婕 《集市》 交大 

83 入选 薛静 《陇县社火》 兰州 

84 入选 徐进 《墨染青山不落尘》 庆阳 

85 入选 苏繁昌 《丝路文脉》 城市学院 

86 入选 朱伯涛 《乡恋——守望》 庆阳 

87 入选 俞天红 《地摊儿》 金昌 

88 入选 毛文琳 《苍塬春韵》 定西 

89 入选 郭馨潞 《午后——疫》 师大 

90 入选 梅静 《匠心筑梦》 交大 

91 入选 王顶和 《大国工匠》 平凉 

92 入选 李云峰 《唱支山歌给党听》 城市学院 

93 入选 史艳 《丝路遗韵》 酒泉 

94 入选 张旭 《使命》 师大 

95 入选 周耀港 《派送中》 兰州 

96 入选 王莉 《恋情》 白银 

97 入选 刘云萍 《小城故事》 嘉峪关 

98 入选 唐晓慧 《繁荣丝路》 武威 

99 入选 李沛浩 
《乌孙遣使护送张骞归

汉》 
陇南 

100 入选 冯渊 《西狭胜境图》 陇南 



101 入选 李彦明 《筑梦幸福》 定西 

102 入选 梁琳 《童年记忆》 兰州 

103 入选 路永仁 《酣山睹春秋》 兰州 

104 入选 刘文静 《金色童年》 白银 

105 入选 牛勇 《敦煌心象》 兰州 

106 入选 王会丽 《叔叔加油》 金昌 

107 入选 刘君 《往事越千年》 张掖 

108 入选 王燕 《春消息》 定西 

油  画（62 幅） 

1 金奖 房建平 《朝圣》 甘肃画院 

2 金奖 马爱兵 《筑梦陇原》 兰州 

3 金奖 杨永江 《桑科草原上的牧民》 交大 

4 银奖 于瑞 《河州往事之一》 临夏 

5 银奖 徐恒 《正月》 民大 

6 银奖 张国锋 《藏地密码系列-守望》 兰州 

7 银奖 何作栋 
《通渭县柳树滩的菜市

场》 
定西 

8 铜奖 王东进 
《似水流年—— 

东千佛洞的看守者》 
酒泉 

9 铜奖 张罡 《陇上曲系列之》 平凉 

10 铜奖 达林太 《陇山.华彩》 民大 

11 铜奖 边文刚 《老哥俩》 财大 

12 铜奖 
刘海/桑吉东

珠 
《甘南孩子》 兰州 

13 获奖提名 李钊 《多情的土地》 兰州 

14 获奖提名 李笑 《灯会》 兰州 

15 获奖提名 牛浩东 《舞动春天》 兰州 

16 获奖提名 焦全 
《古道西风—南关往事》

系列组画 
兰州 

17 获奖提名 马恒谦 《知春》 师大 

18 获奖提名 刁统郑 《十月秋高》 嘉峪关 



19 获奖提名 侯莉 《幸福·老街》 财大 

20 获奖提名 朱向东 《小憩》 定西 

21 获奖提名 韩晓龙 
《援疆日记.和田农村巴

扎的清晨》 
张掖 

22 获奖提名 安毅 《安康大道》 民大 

23 获奖提名 朱学智 《河州暖冬》 临夏 

24 获奖提名 柳兴 《通渭社火》 师大 

25 获奖提名 高震雷 《沙洲晚唱》 天水 

26 获奖提名 范玉明 《古村记忆》 临夏 

27 获奖提名 胡玲玲 《出访》 庆阳 

28 获奖提名 田浩 《樱桃交响曲》 天水 

29 获奖提名 李敦 
《丝路风情系列之 

——长城 古道》 
师大 

30 获奖提名 刘渊 《祁连姐妹花》 师大 

31 获奖提名 张光宏 《收获之一》 兰州画院 

32 获奖提名 孙佳欣 《城市一隅》 天水 

33 获奖提名 才让多杰 《“复兴号”越过乌鞘岭》 民大 

34 获奖提名 田卫戈 《黄河岸边佛峪沟》 师大 

35 获奖提名 管瑞庭 《艳阳天》 张掖 

36 入选 仲文涛 《午后的画室》 临夏 

37 入选 牛承钊 《冲破黑暗》 兰州 

38 入选 马小东 《大河之上》 酒泉 

39 入选 李建春 《热土》 兰州 

40 入选 张应贤 《工业日记.01》 嘉峪关 

41 入选 达选冰 《又见春山》 兰州 

42 入选 刘伟 《故垣初雪》 白银 

43 入选 袁尉博 《丝路古村-霞光映余晖》 兰州 

44 入选 杨再乾 《老街》 兰州 

45 入选 郑永锋 《陇原大地的丰收》 民大 

46 入选 何慧娴 《北山晴雪》 临夏 

47 入选 魏臻 《目光》 张掖 



48 入选 苏鹏 《八月湖畔》 兰州 

49 入选 杨慧军 《故土难离》 定西 

50 入选 田亚荣 《三春景色陇东好》 庆阳 

51 入选 王凯 《尕娃们》 天水 

52 入选 龚学青 《枣林》 临夏 

53 入选 陈以军 《海拔 3000•品马论道》 兰州 

54 入选 张永龙 《尘封的记忆》 庆阳 

55 入选 王宜强 《红船》 淄博 

56 入选 王晓林 《好大一棵树》 兰州 

57 入选 张理峰 《古道摇响》 师大 

58 入选 李子芹 《夜市故事系列八》 师大 

59 入选 赵文博 
《老家盖新房， 

脱贫奔小康系列 1》 
天水 

60 入选 王瑞德 《祁连山下的腊月》 酒泉 

61 入选 徐皓 《老城往事之五》 嘉峪关 

62 入选 马青 《共筑家园 no10》 临夏 

水彩水粉（10 幅） 

1 金奖 张学忠 《“陇”马精神》 师大 

2 获奖提名 陈少杰 《陇东的春风》 文理学院 

3 获奖提名 马仿明 《高速时代》 师大 

4 获奖提名 张永权 《齐心协力》 陇南 

5 获奖提名 管宏维 《霜降草花落》 天水 

6 入选 陈中军 《塬上风》 定西 

7 入选 张呈珠 《暖阳》 兰州 

8 入选 王彬 《新寺镇古民居》 定西 

9 入选 扇世平 《返景入林》 兰州 

10 入选 李朝元 《金城兰州》 兰州 

版  画（12 幅） 

1 铜奖 张宏伟 《一路向前》 白银 

2 获奖提名 胡卫国 
《甘肃精神之铁人王进

喜》 
政法 

3 获奖提名 樊武德 《乡村》 白银 



4 获奖提名 屈玮 《母亲》 民大 

5 入选 梁永鹏 《时代印迹》 白银 

6 入选 肖发展 《外公幸福的晚年》 师大 

7 入选 马惠民 《福从天降》 白银 

8 入选 梁进宝 《红星村的阳光》 白银 

9 入选 何磊  《永泰龟城》 白银 

10 入选 朱祥琦 《山水清音》 民大 

11 入选 刘鸿 《云上麦积系列之三》 定西 

12 入选 陆小倩 《茶马古道》 兰大 

连环画（8幅） 

1 金奖 王亮 《左宗棠与兰州》 兰州 

2 银奖 丘宁 《故乡的记忆》 兰州画院 

3 铜奖 冯炳超 《秦皇故里，礼县新颜》 民大 

4 获奖提名 王方平 《我的军营生活》 酒泉 

5 获奖提名 王俊 《凉州会盟》 民大 

6 获奖提名 俞天红 《甘南记忆》 金昌 

7 获奖提名 韩风晨 《友谊的道路》 兰大 

8 入选 杨捷 《老北京》 兰州 

综合材料（22 幅） 

1 银奖 刘小同 《高台人家》 敦煌 

2 银奖 魏早冬 《盛世之年》 兰州 

3 铜奖 
张亚伟 /巩

朋 
《塞上曲·游春》 财大 

4 获奖提名 

刘志刚/关爽 

/汤峰/匡子

寒 

《祁连魂》 民大 

5 获奖提名 李贝 
《送戏下乡--陇戏颂陇

原》 
民大 

6 获奖提名 陈世伟 《陇原之影》 师大 

7 获奖提名 董江涛 《陇上新农村》 陇南 

8 入选 车铭奋 
《莫高窟修复计划系列之

十一》 
临夏 

9 入选 马晓磊 《伏羲女娲》 兰州 



10 入选 李牧洋 《通渭社火—探马 3》 定西 

11 入选 卢涛 《丝路传奇之又见敦煌》 白银 

12 入选 李明 梦游天姥吟留别 民大 

13 入选 王艺筱 《梨园声韵》 兰州 

14 入选 李仲舒 《漫游·仁寿山》 师大 

15 入选 王沓 
《Urban Password 系列

（五）》 
民大 

16 入选 白建涛 《张骞与丝绸之路》 师大 

17 入选 于洁 《敦煌故事》 民大 

18 入选 骆骁 《圣途》 甘肃画院 

19 入选 张海伟 《大梦敦煌》 兰州 

20 入选 汪亚洁 《洮河畔边》 定西 

21 入选 王军岗 《黄河人家》 兰州 

22 入选 王钰博 《北石窟寺》 庆阳 

雕  塑（12 幅） 

1 金奖 高佳赓 《黄河谣》 兰州 

2 银奖 刘文凯 
《待到疫情结束时，感受

春暖花开，山河无恙》 
兰州 

3 获奖提名 姚兰生 《鸠摩罗什》 兰州 

4 获奖提名 雷兴福 《高原魂》 理工大学 

5 入选 魏杨博文 《风雨同舟之抗疫》  

6 入选 化雷 《戍边英雄—陈红军》 天水 

7 入选 龙忠 《坚守》 师大 

8 入选 杨喜 《憩——天使制剂师》 天水 

9 入选 王小刚 《梦》 兰州 

10 入选 赵海祥 《石窟记》 天水 

11 入选 李洁 
《丝路俏花儿 · 唱响新

时代》 
兰州 

12 入选 倪光辉 《红色足迹》 兰州 

钢笔画（1幅） 

1 铜奖 张军磊 《整装待发》 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