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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楹联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在石召开
河北讯（谷建林） 2017 年 12 月 23 日上午袁河北省楹联学
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市西部长青旅游景区召开遥 河
北省文化厅尧 民政厅相关领导以及来自全省各地的 120 余名代
表参加了此次会议遥
河北省文化厅尧河北省民政厅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中国楹
联学会尧中国楹联博物馆袁京津冀联坛成员北京市楹联学会尧天
津市楹联学会及各地楹联组织纷纷发来了贺信尧贺联遥 会议审议
通过了叶河北省楹联学会章程渊草案冤曳叶河北省楹联学会会费管
理办法渊草案冤曳叶河北省楹联学会财务管理办法渊草案冤曳等相关
文件遥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遥 余其平任会
长袁张奇阳尧康永恒尧邵瑞明任副会长袁谷建林任秘书长遥 会议表
决通过了事业发展委员会尧学术委员会尧教育委员会尧书法艺术
委员会及叶河北楹联曳杂志编辑部等组织机构人员名单遥
余其平宣读了叶河北省楹联学会关于聘请名誉会长尧顾问尧
名誉理事的决定曳袁聘任旭宇尧解福山为名誉会长曰聘请王坚等 32
名同志为顾问曰聘请王增月等 9 名同志为名誉理事遥 随后袁余其
平作了发言袁他号召全体会员要解放思想袁开拓创新袁努力使楹
联文化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袁传递正能量袁弘扬主旋律袁开
辟河北省楹联文化事业新的局面遥
会议期间袁来自全省的楹联名家游览了西部长青景区遥 大家
对景区的景色和开发成果赞不绝口袁 纷纷以诗联形式抒发所见
所感遥

据甘肃楹联公众号报道 近日袁 教育部公示了第二批全国中
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认定结果的相关通知袁全国共有
1036 所学校在本次评选中入榜袁获得野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
艺术传承学校冶荣誉称号遥
教育部同时公布了各学校传承的具体文化项目遥 这些获奖学
校传承的优秀文化项目各有不同袁如花钹大鼓尧京剧尧剪纸尧民族
民间音乐尧书法尧马头琴等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全国 1036 所获奖学校
中袁有来自天津尧山东尧山西尧甘肃的 4 所学校袁因传承项目是野楹
联文化冶而获此殊荣袁分别是院天津市河北区大江路小学尧山西省
河津市小梁乡小梁初级中学尧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第一中学尧甘
肃省甘南藏自治州舟曲县第一中学遥
其实袁 了解楹联新闻的人对于这 4 所学校获此殊荣并不惊
讶遥 这 4 所学校此前都曾获得过国家级包括省市一级的野楹联文
化教育基地冶称号袁都是全国知名的楹联教育基地遥 其中如舟曲县
第一中学袁 还是唯一一所位于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楹联教育基
地遥 而且令人感慨和欣慰的是袁这 4 所学校的所在地袁都位于近年
来中国联坛瞩目的楹联文化先进区域遥 天津楹联学会的野天津现
象冶尧山东省楹联家协会的野全国联坛看山东冶尧山西省运城市楹联
学会的野联卷河东冶尧甘肃省楹联学会的野陇上现象冶袁都是近年来
中国楹联学会向全国联坛推出的先进典型袁而这 4 所楹联学校也
和这四地楹联团体的努力培养不无关系遥
图为会议现场

第十六届中国（沿河）楹联论坛暨楹联文化与城市发展研讨会召开
贵州讯 （田贵东 田永欢）2017 年
12 月 19 日上午袁第十六届中国渊沿河冤
楹联论坛暨楹联文化与城市发展研讨
会袁 在贵州省沿河自治县思州温泉城召
开遥会议由中国楹联学会和沿河县委尧政
府联合主办袁沿河县委宣传部尧县文联尧
县诗联学会具体承办遥 中国楹联学会副
会长叶子彤袁铜仁市文联主席龙险峰袁市
诗联学会会长赵幼立袁 市体育健康协会
会长季纳东袁沿河县委副书记宋选文袁县
委常委尧宣传部长杨超及人大尧政协相关
领导出席遥重庆市酉阳尧秀山尧黔江尧彭水
等区县的诗联学会会长袁铜仁市思南尧印
江尧碧江等区县诗联学会会长等近 80 余
位专家学者应邀到会遥
会议由杨超主持遥 全体与会人员观
看了题为叶沿河城乡联花开曳的楹联文化
创建工作专题片遥 宋选文向来宾致欢迎
词遥 沿河县政协副主席崔玉琴组织与会
人员学习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文化

建设的相关内容遥 沿河县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高文智介绍了第十六届中国渊沿河冤
楹联论坛论文收集评选情况遥 叶子彤宣
读了中国楹联学会的授牌文件袁 分别授
予白塔公园尧沿河县实验小学野中国楹联
文化教育基地冶牌匾袁授予沿河画廊天街
野中国楹联文化街冶牌匾遥 会议还为论文
获奖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金遥
与会专家学者从中国楹联的美学特
征和功能尧 楹联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尧 楹联创作的方法和技巧等方面进
行了全面而热烈的讨论袁提出了野联墨相
辉冶野联景相辉冶野乌江诗联联盟冶野武陵山
区诗联文化抱团取暖冶 等既有新意又符
合实际的发展构想遥叶子彤指出袁本次论
坛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关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袁坚定野道路
自信尧理论自信尧制度自信尧文化自信冶的
理念袁总结各地创建楹联文化城市袁提升

铜仁市学会召开成立 20 周年工作会议

贵州讯 （刘兴林） 2017 年 12 月
17 日袁 贵州省铜仁市诗联学会成立 20
周年工作会议在该市老干活动中心召
开遥 铜仁市诗联学会会长赵幼立袁常务
副会长兼叶梵净山风韵曳主编杨德淮袁副
会长兼秘书长叶国军袁副会长兼叶梵净
山风韵曳执行主编刘兴林袁铜仁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杨同光袁铜仁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王慧英袁铜仁市文联主席龙险峰等
120 余人参加会议遥
赵幼立主持并组织学习十九大报
告中关于野坚定文化自信袁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兴盛冶节选部分遥 杨德淮就
20 年来市诗联学会工作作了回顾和总

结遥 杨同光代表市委尧市政府发言袁他号
召大家紧密结合铜仁市委 野一带双核冶
工作袁 奋力推进诗联事业的繁荣发展遥
龙险峰作了发言遥
下午袁沿河县诗联学会副会长田贵
东袁思南县诗联学会会长傲顺波袁松桃
县诗联学会会长杨邦明等各区县与会
代表分别作了经验交流遥
铜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慧英作
总结发言遥 她指出袁铜仁市是诗联文化
资源大市袁面对伟大的新时代袁如何运
用诗联文化的力量更好地构筑中国精
神尧中国价值袁对于铜仁来说袁是时代的
课题袁更是使命的担当遥

文化软实力袁促进城市政治尧经济尧社会尧
文化尧生态文明共同发展的经验遥
宋选文强调袁下一步袁沿河的文艺建
设首先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袁 要把楹
联文化打造成为沿河独特的文化品牌袁
力争使沿河楹联文化发展成为武陵山区
的文化高峰遥其次袁要团结吸引各界文艺
工作者积极参与尧主动融入袁让社会各界
广泛参与到楹联文化建设中来袁 重点从
形式尧内容上进行创新袁多出精品力作遥
尤其要加大对楹联爱好者的培养力度袁
让楹联文化薪火相传尧后继有人遥
据悉袁 此次研讨会是沿河自治县宣
传文化系统近年来组织承办的一次最高
规格的会议遥尤其画廊天街所获得的野中
国楹联文化街冶牌匾袁是贵州省乃至武陵
山地区首次获得这个殊荣遥
会议期间袁 与会人员赴沿河城区主
要景点开展了创作采风活动遥

厦门市学会换届

福建讯 （陈少英 瀚 唐）2017 年 12 月 14 日袁福
建省厦门市楹联学会在华侨酒店召开第四次会员大
会袁总结第三届理事会做法经验袁全面部署第四届理事
会工作思路遥 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尧福建省楹联学会会
长陈健袁厦门市文联秘书长夏爱新袁厦门市民政局社会
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吴绵绵袁 福建省楹联学会监事长萧
闽森袁 以及来自省内各地市楹联学会负责人等 100 余
人参加遥
大会由学会副会长黄有端主持遥 陈力杰代表第三
届理事会作过去五年工作总结报告遥 会议选举出第四
届理事会领导集体袁陈力杰连任会长袁黄有端尧林锻炼尧
潘辉坤尧戴文典尧陈和杰尧郭英晓尧苏承伟任副会长袁陈
和杰兼任秘书长遥 陈力杰在当选致辞中表示袁进入新时
代袁站上新起点袁围绕厦门勇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排头
兵的核心使命袁 楹联学会要当好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的排头兵袁继续贯彻实施学会野十六字方针冶袁提高精
品意识袁拓展发展空间袁着力解决经费困难问题袁让楹
联艺术更贴近生活袁真正走进人民大众袁让传统文化艺
术展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遥
陈健在贺词中说院野经济发达尧文化繁荣之地袁楹联
发展也就越兴旺遥 冶他寄语厦门市楹联学会院
“雏鹭本存
高远志，文坛舒展笔锋姿。”

常宁市协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湖南讯（李世平）近日袁湖南省常宁市楹
联家协会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遥 衡阳市楹
联家协会领导袁常宁市民政局尧文联领导袁常宁
市楹联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尧理事会理事和会员
代表共 80 余人参加会议遥
会议由常宁市楹联家协会副主席李世平主
持遥 市民政局领导宣读叶同意常宁市楹联家协
会换届并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批示曳遥 市
文联领导宣读叶同意常宁市楹联家协会第三届
理事会理事尧主席尧副主席尧秘书长候选人的批
示曳遥
协会第一尧二届主席刘社文作了题为叶国粹
弘扬多奉献袁联花淀放苦耕耘曳的总结报告袁全
面总结了协会成立十一年来不忘初心尧砥砺前

行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闪光成绩遥 协会副主席
罗育达向大会作财务工作报告遥 协会第一尧二
届常务副主席邹兆明作了题为叶高举旗帜袁继承
发展袁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翰墨宏
联曳的发言袁号召全体会员不忘初心袁沿着文化
强市引领的崭新目标扬帆启航遥
会议选举产生了常宁市楹联家协会第三届
理事会成员遥 邹兆明当选为主席袁李德华尧罗育
达尧廖书辉尧刘国兴尧刘泊齐尧李世平当选为副主
席袁崔巍尧王社生尧尹平尧刘军林尧李平尧李开初等
36 人当选为理事遥
大会通过了 叶常宁市楹联家协会章程曳叶常
宁市楹联家协会聘请顾问尧名誉主席的决定曳遥

第五届（2018 戊戌狗年）全球春节春联征集活动征集启事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2017 年将成为历史，
2018 年春节即将到来。站在新征程的起点回望
2017，那些感人肺腑的时刻，那些激动人心的瞬
间，
仿似昨日历历在目。有许多人和事，都值得我
们铭记和祝福。而春联，既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民
俗密码，也是开启农历新年的基因钥匙，是我们
在辞旧迎新之际记录过去、见证辉煌、展望未来、
表达祝福的最佳载体。
在“一元初始，万象更新”之时，在伟大新时
代踏上征程之际，由中央电视台、中国楹联学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诗词学
会主办，央视网承办的“2018 戊戌狗年春节春联
征集活动”正式启动，诚挚地邀请您以春联的形
式，把幸福的回忆写在纸上，把美好的祝福贴在
墙头，
把光荣的使命记在心间。
日新月异雄鸡去，国泰民安玉犬来。新时代
的首个春节，让我们以新春联开启！征集具体事
项如下：
一、征集要求

准印证号院皖 L17-004

四所学校因“楹联教育”获
“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殊荣

本届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新时代、新春联”为主题，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倡导大众
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
用春联表达获得感、幸福感，喜迎新时代，祈福贺
新春。并通过线上线下的系列活动，营造喜庆、祥
和、热烈的新春氛围。
征集活动分为专业组和大众组两个组别，专
业组作品应遵守春联创作的基本规律，单联字数
对仗
为 5 到 12 字。大众组作品对字数不作要求，
不受限制。征集作品须为原创，每位参与者提交
的作品不限数量。
二、活动时间
征集时间：2018 年 1 月 1 日 00:00 至 2018
年 1 月 25 日 24:00
评奖结果公布时间：
2018 年 2 月 5 日
三、征集方式
通过 PC、手机以及移动端（手机央视网、央视
影音、微信、微博）等多终端，登录央视网“第五届

（2018 戊戌狗年）全球春节春联征集活动”官网，
提交作品。
四、
面向人群
本次征集活动面向全球海内外热爱春联的
各界人士广泛征集。无论您是春联爱好者、发烧
友，
还是在读中小学、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和老年
大学的学生，亦或是个人名义、团体名义，活动不
作身份、职业、地域、年龄、数量的限制，欢迎广大
春联爱好者积极参与。
五、
奖项设置
1、
活动将在专业组中评选产生 10 副“狗年最
佳春联”和 100 副“狗年优秀春联”。大众组中将
评选产生 10 名最佳人气奖和 100 名参与奖。
2、
专业组获奖作品将颁发获奖证书。
3、
“ 狗年最佳春联”将在央视相关节目中予
以展示。
六、
评审办法
由中国楹联学会组织有关专家对征集上来
的所有原创春联作品进行初评和终评，并由主办

单位邀请，有关专家进行终评，具体由央视网委托
执行，根据作品的立意、内涵、韵律等多维度，参考
网络评议意见，评选出获奖作品。
初评团队：由中国楹联学会邀请专家组成。
终评团队：由中宣部、中央网信办、中国文联、
中央电视台、中国楹联学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
国国家图书馆、中华诗词学会、中央文史研究馆等
机构的领导、学者专家和知名艺术家组成。
七、注意事项
1、友情提示：本活动官网因采用全景技术呈
现，建议使用 ie11 以上版本浏览器访问，并且屏
幕显示分辨率不小于 1600*900。
2、征集作品凡涉及抄袭等侵权行为的，均由
应征者承担一切后果，与主办方无关。
3、征集作品版权归主办方所有。
4、参加本次征集活动的应征人均视为认同本
《春联征集活动启事》的所有条款。

本版责任编辑院袁 琳

十九大强音响彻八闽
福建讯（王雪森 王见贤）日前袁福建省野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窑我们迈向新时代冶主题征联活动评选结束遥 活动自 2017 年 11
月 15 日开始征集袁至 2017 年 12 月 20 日截稿袁共收到 1112 位
作者的投稿作品 2334 副遥 作品体现了新时代尧新使命尧新思想尧
新征程袁反映了大发展尧大创新尧大举措尧大成就的十九大精神遥
这次活动袁由于福建省委宣传部高度重视袁宣传到位袁福建
省共有 873 位作者参与创作袁占作者总数的 78.5%袁在全省掀起
了一股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遥
根据福建省委宣传部文件精神袁 福建省楹联学会组织专家
本着公平尧公正的原则袁评选出一等奖 10 副尧二等奖 15 副尧三等
奖 20 副尧优秀奖若干副遥 不日将公布评选结果遥

唐山百副对联频传十九大精神

2017 年 12 月 20 日袁在河北省唐山市青少年宫袁100 副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对联挂满了宽敞的大厅遥这些对联结合十九大
报告内容和唐山的地域文化袁按照春尧夏尧秋尧冬每套 19 张袁分色
印制成书签袁采用野一联心语冶的精致包装袁送给广大青年职工和
居民袁送给书店尧图书馆及有关单位遥这些对联展现了十九大报告
的丰富内涵袁让大家在书香中领会十九大精神袁欣赏中华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遥
十九大开幕以来袁河北省唐山市楹联学会会长冯贵明组织会
员集中学习会议精神并创作楹联 100 多副遥为了收到良好的宣传
效果袁唐山市楹联学会还带着这些对联下社区尧走企业尧进入青年
组织袁分别在唐山市祥富里社区尧冀北电力公司尧团市委尧市青联
等单位开展了野宣传十九大袁讴歌新时代冶的主题实践活动遥
（唐 联）

济宁市诗联学会考察邹城楹联文化
2017 年 12 月 23 日袁 山东省济宁市诗联学会名誉会长崔悦
亮尧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志一行来到邹城市袁在邹城市楹联协
会主席韩伟尧副主席马本涛等人的陪同下袁先后考察指导了邹城
市郭里镇尧石墙镇等地的诗联文化工作遥
23 日上午袁 考察组首先来到郭里镇袁 郭里镇党委书记刑凡
文尧镇长孔令刚等有关领导热情接待遥考察组先后考察了高李村尧
伏羲文化遗址尧五里山村等文化基地的诗词楹联开展情况遥 在之
后的座谈会上袁崔悦亮会长对郭里镇打造争创国家级野楹联文化
镇冶的做法表示肯定袁同时希望尽快制定专题工作方案袁成立专门
工作小组袁并把楹联文化纳入到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遥
23 日下午袁考察组来到石墙镇上九山村袁石墙镇镇长卞新福
与上九古村落董事长夏安全热情接待遥 上九山村民崇尚传统文
化袁每年都要举行野三月赛诗会冶遥 夏安全向客人介绍了这里的村
居特色及诗联文化开展情况遥宾主双方围绕野三月赛诗会冶进行了
座谈遥
（王传菊）

银川楹联家学会举行迎新春联欢会
2017 年 12 月 16 日袁宁夏银川楹联家学会尧宁夏楹联方寸书
院在黄河明珠大酒店举行联欢会遥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刘伟到会祝
贺遥宁夏楹联学会书记武耀东袁副会长陈光亮尧朱建设尧纳俊袁国家
一级美术师尧中国书协会员马成义袁永宁县文联主席王建邦等 80
多人参加了会议遥 武耀东代表宁夏楹联学会致辞遥 段永忠对银川
楹联家学会和方寸书院 2017 年工作作了总结遥 会上表彰了先进
个人袁表演了大家自编自演的节目遥
（李佐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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