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首届南京市公共文化

“星辰奖”获奖及入围作品名单的公示

根据《关于组织开展首届南京市公共文化“星辰奖”评

选的通知》安排，经各单位自愿申报、专家评审，拟认定首

届南京市公共文化“星辰奖”获奖作品 68 件，“星辰奖”

入围作品 120 件，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限：2021年 11月 4日 12:00至 11月 11日 12:00。

如有异议，请联系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并提供

本人真实姓名、工作单位、有效联系方式和佐证材料。凡匿

名、冒名或超出期限，不予受理。

联系人：于志兵，联系电话：025-68789046。电子邮箱：

568469240@qq.com

附件：首届南京市公共文化“星辰奖”获奖及入围作品

名单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1 年 11 月 3 日



首届南京市星辰奖公共文化“星辰奖”获奖

及入围作品名单

一、群众文艺创作调演
舞蹈类

“星辰奖”获奖作品

1、群舞《大明工匠》 报送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文化馆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导演：马艳

编舞：方屹 李涵煜 吴尹

辅导：成静 曹世豪

音乐设计：孙震伟 季赟

服装设计：王晓雯

2、群舞《追光者》 报送单位：南京市栖霞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栖霞区文化馆

东南大学

编导：韩 奎 曹菲菲

辅导：林晓艳

表演者：刘宇鹤 于子萱 蔡舒瑜等

3、群舞《乡村如画》 报送单位：南京市六合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六合区文化馆

编舞：黄梦醒

导演：陈际云

音乐设计：陈姗姗 竺倩倩

舞美设计：陈际云 徐涛

领舞：储滔 陈会

4、群舞《游园》 报送单位：南京市栖霞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栖霞区文化馆

栖霞区文化馆志愿者艺术团

编导：赵君 韩奎

辅导：林晓艳

表演者：蔡舒瑜 孙哲 林晓艳

“星辰奖”入围作品

1、群舞《烟雨桑泊》 报送单位：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玄武区文化馆



南京最嘉艺术团

创作者：易嘉玮 王琪

领舞： 李芳

2、群舞《战地之花》 报送单位：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 ：南京市秦淮区文化馆

导演：张佳

编导：罗珊 单慧洁

音乐剪辑制作：刘荷辰

领舞：单慧洁

3、群舞《石臼湖畔的记忆》 报送单位：南京市溧水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溧水区文化馆

溧水区舞蹈家协会

编导：许鹏 韩乔宇 庄婷婷

音乐设计：郗岳

服装设计：章月儿

表演者：颜洁 朱虹 赵企雯 徐姗 杜丹丹 严欣蕾 王银珍 唐春雷

杨莹 王筱婧 吴雨萌 陈宇 卞琦 胡媛媛 马腾 黄旭 王翠 张静 吴青

4、群舞《墨魂》 报送单位：南京市浦口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浦口区文化馆

编舞：夏天

导演：袁元

舞美设计：张宁

音乐设计：余大昭

表演者：夏天 张宁

5、群舞《心中那面旗》 报送单位：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江宁区文化馆

江宁区禄口街道

南京建康技工学校

江苏舞之源歌舞团

编导： 田迪

艺术指导：邵素芳 张成娣

辅导： 张震 李虹林

领舞：田迪

表演者：李娟 魏考海沫 丰文燕 王晨 程小燕 刘丰硕 王晨轩 阿巴

依·阿里腾拜克 何明娜 李冉 孙宁琳 韩双岗 国燕 李昭蓉 杨静 李军

艳 张馨予 孙宁姿 徐明如 许佳佳 田思宇 陶紫芸

6、群舞《画中曲》 报送单位：南京市建邺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建邺区文化馆



南京建邺清风艺术团

编舞：张晨

导演：张晨

音乐设计：黄振 王婷

表演者：张利霞 汪素兰 陈映萍 徐玲玲等

音乐类
声乐类“星辰奖”获奖作品

1、表演唱《圆梦欢歌》 报送单位：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文化馆

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化馆

作词：孟庆武 朱余国

作曲：赵春 马晨

编导：李飚

辅导：周瑶 孙姝君

摄影统筹：费晨阳 瞿晨曦 张海鹏

表演者：张秋艳 吴蒙 牟晓娟 孙焱 孙晶晶 郝梦 李佳 李路遥 黄

舒凡 郭钰菲 韩贝贝 郭曼 董黄永真 陆晶晶 徐瑶瑶 李红冉

2、男声独唱《百年辉煌》 报送单位：南京市高淳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高淳区文化馆

南京市高淳区红树林文化艺术团

作词：杨国平

作曲:杨国平 沈云

表演者：王力

3、男女声二重唱《心愿》 报送单位：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 南京市秦淮区文化馆

作词: 赵斌

作曲: 吴健

声乐指导：吴桐

表演者：高龙 郝梦

4、领唱与合唱《风景这边独好》 报送单位：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 南京市江宁区文化馆

江宁区谷里街道

作曲：邵素芳 董时辉力

作词：韩聪 何瑶

表演者：李红冉 孙焱 孙晶晶 韩聪 孙莉

5、男女声对唱《茉莉家乡》 报送单位：南京市六合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六合区文化馆

作词： 陆勤华 黄梦醒



作曲： 陈姗姗 孙英华 徐涛

6、表演唱《社区总理张大妈》 报送单位：南京市建邺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建邺区文化馆

作词：栾戈平

作曲：邹鉴

艺术指导：郑增琴

编导：陈宜娟

表演者：葛秀姣 郭清 王蕾 骆敏婕 陈晨 张璐 蒋婴 周晓红 罗妮娅

沈伶玉

器乐类“星辰奖”获奖作品

1、器乐《铁血征魂》 报送单位：南京市高淳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高淳区文化馆

创作者：陈晓菡

表演者：陈晓菡

2、打击乐重奏《追忆》 报送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文化馆

南京鼓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作曲：马艳 李浩语

编导：马若菡 季赟

辅导：成静 杜广洋 江昕泽

表演者：江昕泽 马若菡 刘佳慧 邹金炯 石皓然

3、器乐合奏《赶春》 报送单位：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江宁区文化馆

江宁区东山街道

作曲：董时辉力 利民

配器：张俊 虞杰

艺术指导：邵素芳 夏皓

舞美：孙俊

编排：倪建伟

表演者：董时辉力 倪建伟 许可欣 王帅 任浩 张希颖 瞿晨曦 王晶

周慧妍 王苏雨涵

4、打击乐《盛世鼍鸣》 报送单位：南京市建邺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建邺区文化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艺术指导：郑增琴 郭宏赛

编创：苏珈雲 赵雅冉

辅导：李昂 戴叶莹

声乐类“星辰奖”入围作品



1、男声四重唱《你好，中国》 报送单位：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玄武区文化馆

作词：李 峰

作曲：王亚伦

表演者：陈遐思 刘福生 赵俊楠 洪旭奎

2、独唱《一路高歌》 报送单位：南京市栖霞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栖霞区文化馆

作词：陈红群 尹静

作曲：陈浩东

表演者：陈浩东

3、阿卡贝拉表演唱《初心》 报送单位：南京市建邺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建邺区文化馆

echo 乐团

作词：梧桐

作曲：梧桐

表演者：吴桐 马广贤 谢曜阳 丁姊杰 涂劲斌 赵吉

4、表演唱《追梦》 报送单位：南京市江北新区宣传和统战部

演出单位：南京市江北新区文化馆

作词：田宇

作曲：荣玮

表演者：荣玮 解晓璐 王拓 李萍 李翀 王漪 何子健 田宇

5、男声独唱《誓言和承诺的约定》 报送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文化馆

作词：马艳 谢力

作曲：刘小强 谢力

编曲：杨昊东

辅导：成静 李涵煜

表演者：刘小强

6、表演唱《登风》 报送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文化馆

作词：吴景源 吴霞

作曲：吴景源

编导：吴景源 马艳

辅导：谢力

表演者：张怡然 秦秀乾 梁梦婷 叶子僖

7、女声独唱《请叫我孩子》 报送单位：南京市建邺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建邺区文化馆

创作者：黄振 邹鉴 杜佳



辅导：罗妮娅 邹鉴 杜佳

表演者：李文

8、组合唱《向战而行》 报送单位：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江宁区文化馆

江宁区江宁街道

作词：田兰富

作曲：石继群

表演者：石遥 俞迪

器乐类“星辰奖”入围作品

1、民族室内乐《雨夜畅想》 报送单位：南京市江北新区宣传和统战部

演出单位：南京市江北新区文化馆

创作者：陈才

表演者：陈姝琦 曹艺潇 王苏雨涵 叶航 吕雅园 王璐莹 顾筱乐

2、民族室内乐《鸿韵》 报送单位：南京市六合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文化馆

南京市六合区文化馆

作曲：张健

表演者：瞿晨曦 蒋亚敏 葛秀姣 徐涛 陈姗姗 王婷 张俊 陶律丞

赵雅冉

3、管乐合奏《光荣与梦想》 报送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文化馆

南京奥青乐团

改编：王子 谢力

辅导：谢力 杜广洋 曹世豪

4、器乐《天空之镜》 报送单位：南京市溧水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溧水区文化馆

艺术指导：庄婷婷

作曲：王平吉

配器：刘静娴

表演者：王平吉 刘静娴 吴克鸣 姜王明玥 瞿晨曦 刘舒怡

5、民乐合奏《颂红船》 报送单位：南京市建邺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建邺区文化馆

创作者：建邺区文化馆集体创作

表演者：王婷 黄振 姜婕 刘永彬 王克隆

6、民乐合奏《茶山春晓》 报送单位：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玄武区文化馆

农科院金秋民乐团

编曲：王金龙



配器：刘晓国

指挥：刘晓国

表演者：马洪祥 杨静平 范建文 于国力 王金龙 张辉 丁素琴 柏传

米 高善寿 陈刚

戏剧类
“星辰奖”获奖作品

1、小品《回家过节》 报送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文化馆

导演：马艳 高兰

编剧：王素艳

辅导：高兰 吴霞

音乐设计：季赟

表演者:葛海珍 韩璐 鲁遥

2、小音乐剧 《情满小西湖》 报送单位：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秦淮区文化馆

策划：李蔚 李飚

导演：钱冰冰 孙晶晶

编导：李飚 王玉 张佳

编剧：孙晶晶 张亚欣

作曲：钱冰冰

表演者：张红爽 孙晶晶 王玉 黄丽 张佳

3、小锡剧《抗日交通员》 报送单位：南京市溧水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溧水区文化馆

南京市溧水区一枝花戏曲部

艺术指导： 栾祥

编剧：何乐 刘佳

导演：颜志花

作曲：曹翠婷

舞美设计： 刘应保

表演者：王彬彬 田霞 倪开朗

4、黄梅戏《永远的记忆》 报送单位：南京市溧水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溧水区文化馆

南京溧庆黄梅戏剧团

编剧：周雅清

导演：江惠子 陈翔飞

作曲：江纯

舞美：黄若雪

表演者：张玉珍 黄华周 梅恋 李玉华 邢乐乐 王波 滕忠玉 董虎平



崔昕 郭雪山

5、小戏《候选公公》 报送单位：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江宁区文化馆

南京市江宁区群众艺术馆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文体服务中心

艺术指导：陈宜娟 巴伟

编剧：陈凝

音乐设计：任九保

舞美设计：王彬华

辅导老师：顾玉良 陈冀徽

表演者：姜艳 刘锁荣

“星辰奖”入围作品

1、小品《社区那点事》 报送单位：南京市栖霞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栖霞区文化馆

编剧：苗可 陈红群

导演：韩璐

表演者：韩璐 苗可 金婉梦 盛格豪 孙晶晶 陆义全

2、小话剧《五月的鲜花》 报送单位：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江宁区文化馆

江宁区横溪街道

辅导：周晓红 吴昊

编剧：陈凝

导演：方屹 张义平

音乐：董时辉力 蒋庆庆 何瑶

舞美：孙俊

表演者：陈建国 韩聪 尤军 乔万柳

3、小戏扬剧《秦淮人家》 报送单位：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秦淮区文化馆

编剧：周寒夜

导演：李飚 王荣

音乐设计：秦建华

表演者：秦建华 赵庆奎 张大春 葛秀姣 蒋亚敏 瞿晨曦 陈珊珊

4、扬剧小戏《如此“双赢”》 报送单位：南京市六合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六合区文化馆

编剧：辛海玲 陈文轩

导演：徐涛

音乐设计：陈姗姗

舞美设计：黄梦醒



表演者：阚庆香 吴亚楠 范文焘

5、小品《老抠》 报送单位：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江宁区文化馆

南京市江宁区群众艺术馆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文体服务中心

艺术指导：陈宜娟 朱磊

编剧：陈凝

音乐设计：任九保 尤军

舞美设计：王彬华

辅导老师：姜艳 陈冀徽 顾玉良

表演者：陈建国 夏梅萍 陈筱荣 李奕萱

6、小品《拆迁款》 报送单位：南京市江北新区宣传和统战部

演出单位：南京市江北新区文化馆

编剧：陈果 李绍辉 栾戈平 胡斌

导演：陈果 李绍辉 栾戈平 胡斌

表演者：穆志强 林刚 季强 季敏

曲艺类
“星辰奖”获奖作品

1、南京白局《较量》 报送单位：南京市浦口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浦口区文化馆

导演：修聪 陈美伶

剧本创作：余大昭 王梦娴

艺术指导：白雪莲 俞保根

编舞：夏 天

唱腔设计：徐春华

编曲：鲁宇天 朱圆迪

辅导：陆婷婷 袁昉

表演者：夏天 闵慧

2、相声《时代印记》 报送单位：南京市栖霞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栖霞区文化馆

创作者：徐世亮 庞峰麟

表演者：徐世亮 纪兆辉

3、快板书《一记耳光》 报送单位：南京市江北新区宣传和统战部

演出单位：南京市江北新区文化馆

编导：鲁一夫 张嘉毅

辅导：王志云 高佳

表演者：毛以哲

4、相声《今非昔比》 报送单位：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江宁区文化馆

江宁区秣陵街道

创作者：张义平

表演者：郭臣佳 张义平

“星辰奖”入围作品

1、快板书《白丁香》 报送单位：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化馆

创作者：林凤城 姜军 沈飞 李晨娟

表演者：沈飞

2、南京评话《身正不怕影子斜，常吃大葱烧豆腐》

报送单位：南京市建邺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建邺区文化馆

编剧：栾戈平

导演：郑增琴

辅导：王婷

表演者：查志华

3、快板说唱《走进慢城民宿村》 报送单位：南京市高淳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高淳区文化馆

高淳区扬弘戏剧艺术团

总策划：徐勇

编剧：高淳区扬弘戏剧艺术团

作词：汪士延

音乐设计编配：陈晓菡

导演：钟海丽

编导：李岚

舞美：俞炜 汤翠芳

剧务：徐云香

表演者：曹余兴 葛兰君 吴琳君 李义霞 徐静 赵湘莲

4、南京白局《丁香花开》 报送单位：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秦淮区文化馆

秦淮区风韵白局艺术团

创作者：汪佩俊

表演者：马敬之 刘金陵 乐文媚 徐东宝 王丽珍 李春贵 张日新 何

闩柱 黄宁平

5、相声《一条大河》 报送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文化馆

鼓楼区群星相声艺术团



编剧：马艳 倪夏宇

导演：成静 季赟

表演者：倪夏宇 刘亚伟

6、南京白局《浴火青春·郭纲琳》 报送单位：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和旅游局

演出单位：南京市秦淮区文化馆

南京金陵风白局曲艺团

编导 ：黄玲玲 姜于暄

导演 ：李飚

主演： 许茹 窦可煜

伴唱： 陈溪 袁颖 张冰清 郭秀红 丁浩 李静

二、美术书法摄影作品评选
美术类

“星辰奖”获奖作品（按姓氏笔画排名）

1.《满庭芳》 王冰芝 工 笔 六合区文化馆选送

2.《夫人》 田广明 油 画 雨花台区文化馆选送

3.《绿水青山》 杨中锋 山 水 浦口区文化馆选送

4.《秦淮灯会》 张 放 版 画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5.《扬子古渡换新天》 武晓民 工 笔 浦口区文化馆选送

6.《金玉满堂》 岳鸿武 花 鸟 浦口区文化馆选送

7.《细雨》 郑长生 油 画 江北新区文化馆选送

8.《和谐山村》 胡恒军 山 水 江宁区文化馆选送

9.《塞上高秋》 黄 敏 工 笔 鼓楼区文化馆选送

10.《春夏秋冬》 鲁 迟 国 画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星辰奖”入围作品（按姓氏笔画排名）

1.《东大校园》 王立庆 油 画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2.《秦淮老巷》 孔德军 油 画 高淳区文化馆选

3.送《盛世繁花》 刘凤云 花 鸟 江北新区文化馆选送

4.《风华正茂》 孙晨辉 油 画 高淳区文化馆选送

5.《云满五指山》 纪小虎 山 水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6.《日出·东方》 苏剑钊 油 画 江宁区文化馆选送

7.《建党百年颂之联画》 李小铮 国 画 高淳区文化馆选送

8.《渔民的节日》 杨玉贵 油 画 江北新区文化馆选送

9.《荷花》 邱炽铭 花 鸟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10.《春华》 林正文 油 画 江北新区文化馆选送

11.《长征诗意画》 季春红 山 水 玄武区文化馆选送

12.《美好家园》 金 秋 山 水 南京市文化馆选送

13.《光辉的历程》 周奇峰 山 水 江宁区文化馆选送

14.《暖阳下》 张小雅 花 鸟 江宁区文化馆选送



15.《赓续图》 赵永利 山 水 建邺区文化馆选送

16.《群峰浪韵》 侯爱平 山 水 江北新区文化馆选送

17.《青绿山水》 宫中奇 山 水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18.《兰香人家》 徐朦朦 工 笔 溧水区文化馆选送

19.《红色丰碑》 郭卫星 山 水 玄武区文化馆选送

20.《晨韵》 董金花 工 笔 溧水区文化馆选送

书法类

“星辰奖”获奖作品（按姓氏笔画排名）

1.《赵子昂诗》 丁 楠 行 书 江宁区文化馆选送

2.《毛泽东诗一首》 刘 驰 草 书 六合区文化馆选送

3.《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孙睿卿 草 书 浦口区文化馆选送

4.《李大钊诗》 吴 勇 隶 书 玄武区文化馆选送

5.《赤壁赋》 陈泓凌 小 楷 玄武区文化馆选送

6.《毛泽东诗》 陈建鹏 小 楷 江宁区文化馆选送

7.《一生心事问梅花》 陈 维 篆 刻 建邺区文化馆选送

8.《朱元璋江流赋》 陈 鹏 草 书 建邺区文化馆选送

9.《佛说阿弥陀经》 童广来 小 楷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10.《忆江南》 潘敏钟 鸟虫篆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星辰奖”入围作品（按姓氏笔画排名）

1.《孙思邈文》 丁红荣 行 草 高淳区文化馆选送

2.《孟浩然诗一首》 王根平 隶 书 玄武区文化馆选送

3.《毛泽东词》 王晓明 楷 书 建邺区文化馆选送

4.《敬安诗》 卞洪广 草 书 高淳区文化馆选送

5.《朱德元帅诗》 刘镂石 行 草 玄武区文化馆选送

6.《苏轼文集选抄》 李宝东 小 楷 六合区文化馆选送

7.《爱国诗》 李海涛 隶 书 溧水区文化馆选送

8.《习近平讲话》 吴配芳 行 草 六合区文化馆选送

9.《钱塘湖春行》 张 乐 篆 书 浦口区文化馆选送

10.《世说新语数则》 张乃文 楷 书 玄武区文化馆选送

11.《与妻书》节录 张立新 行 书 溧水区文化馆选送

12.《宋文赋》 陆从法 小 楷 江北新区文化馆选送

13.《沁园春雪》 陈 鹏 楷 书 溧水区文化馆选送

14.《看山》 陈欣耘 草 书 溧水区文化馆选送

15.《春天的故事》 金有艺 隶 书 江北新区文化馆选送

16.《毛泽东诗词十一首》 郭传良 行 书 玄武区文化馆选送

17.《毛泽东七律》 郭洪豹 草 书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18.《得鱼下马联》 陶卫国 草 书 六合区文化馆选送

19.《毛泽东诗四首》 储国华 章 草 溧水区文化馆选送



20.《苏轼永遇乐一首》 翟惟隆 行 书 建邺区文化馆选送

摄影类

“星辰奖”获奖作品（按姓氏笔画排名）

1.《医者仁心，无畏抗“疫”》 马忠智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2.《环境美丽的污水处理厂》 任志慧 江宁区文化馆选送

3.《风雪鏖战》 杨 华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4.《画里古村》 宋持月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5.《好戏在后面》 张 俊 江宁区文化馆选送

6.《都市仙境》 陆春南 玄武区文化馆选送

7.《红色印记》 陈强华 江北新区文化馆选送

8.《乡村巨变，幸福百姓共奏颂党曲》 邵天武 江宁区文化馆选送

9.《赛龙舟》 赖超英 玄武区文化馆选送

10.《放学路上》 潘慧菊 江北新区文化馆选送

“星辰奖”入围作品（按姓氏笔画排名）

1.《田园一片美如画，铁牛白鹭自往来》 田 鸣 江北新区文化馆选送

2.《探寻烈士足迹》 任 康 江宁区文化馆选送

3.《走春田》 刘 军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4.《梅花谷秋雪》 刘 亭 玄武区文化馆选送

5.《雨祭》 阮 忠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6.《轮滑之星》 孙 明 玄武区文化馆选送

7.《特殊生日》 李 伟 江宁区文化馆选送

8.《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经典》 余大昭 浦口区文化馆选送

9.《门里门外》 汪 青 玄武区文化馆选送

10.《舞起来》 张陆珍 溧水区文化馆选送

11.《老街春雨》 陈金晶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12.《丰收的喜悦》 邵雅琦 江宁区文化馆选送

13.《对峙》 林 琨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14.《上灯时分》 金洪源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15.《桥上桥下》 周云葱 溧水区文化馆选送

16.《古今交汇》 於朝勇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17.《魅力炉台》 赵晓伟 江北新区文化馆选送

18.《璀璨通途》 胡小星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19.《老师像妈妈》 唐 敏 溧水区文化馆选送

20.《风雪无阻》 程安莉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三、公共文化服务理论调研成果评选
“星辰奖”获奖作品

1.《试论文旅融合背景下全民艺术普及的深化与创新》

作者：孙英华 六合区文化馆选送



2.《“互联网+”背景下文化馆服务模式的创新研究》

作者：庞峰麟、赵 君 栖霞区文化馆选送

3.《突破发展瓶颈，创新服务机制—文化馆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作者：叶昕、费晨阳 南京市文化馆选送

4.《小镜头精彩大群文——新时代群众摄影艺术普及之探新》

作者：张俊、邵素芳 江宁区文化馆选送

5.《全国城市图书馆少儿服务现状调查报告》

作者：张小琴、葛穗、李孝滢 金陵图书馆选送

6.《关于图书馆服务空间嗅觉设计的探讨》

作者：吴梦菲、陈铭 金陵图书馆选送

7.《基于读者决策采购模式的馆藏发展策略研究》

作者：彭飞、周芸熠 金陵图书馆选送

8.《文旅融合背景下的“图书馆+公园”融合生态研究》

作者：周芸熠 金陵图书馆选送

“星辰奖”入围作品

1.《关于六合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

作者：辛海玲 六合区文化馆选送

2.《重大主题群众文艺创作的内涵与提升——以<热血诗书雨花魂>为例》

作者：陆叶青 南京市文化馆选送

3.《浦口乡村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考》

作者：余大昭 浦口区文化馆选送

4.《对新时代基层文化馆人才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作者：陈晓菡 高淳区文化馆选送

5.《论全民艺术普及视域下书法艺术普及的意义和机遇》

作者：陈翔 南京市文化馆选送

6.《如何提升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服务效能》

作者：袁磊 溧水区文化馆选送

7.《浅析文化馆特殊群体服务》

作者：成静 鼓楼区文化馆选送

8.《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顾筱乐 江北新区文化馆选送

9.《浅析文化馆数字化建设的新思路》

作者：陈曦 江北新区文化馆选送

10.《全域旅游视角下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发展模式探索》

作者：孙振强、马小翠、张俊 金陵图书馆选送

11.《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服务新模式》

作者：张俊、孙振强、潘洁 金陵图书馆选送

12.《全域旅游视野下的公共图书馆作用发挥》



作者：尹士亮、李海燕、曹宁欣 金陵图书馆选送

13.《基于超融合架构的金陵图书馆私有云数据中心建设方案研究》

作者：郝思源、王承冠、仓健 金陵图书馆选送

14.《金陵图书馆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建设研究》

作者：管婷婷、王承冠、邱爱萍 金陵图书馆选送

15.《共享阅读 智慧服务—南京江北新区“书服到家”图书网借服务调研报告》

作者：沈楚 江北新区图书馆选送

16.《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公共图书馆营销研究——以金陵图书馆手工坊为例》

作者：孙泉、卞海波、葛瑶 金陵图书馆选送

17.《文旅融合时代公共图书馆空间提档升级与服务效能提升——以六合区图书

馆新馆为例》 作者：胡静静 六合区图书馆选送

18.《区级公共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以南京市江北新区图书馆为

例》作者：罗园晶 江北新区图书馆

选送

四、公共文化数字原创作品评选
“星辰奖”获奖作品

1.《宁好少年》 南京虎凤蝶旅游文化有限公司选送

编剧：景绍渊、蒋剑林、许阳、殷静

摄像：冯清伟、邢飞月

后期：卫韬

2.《老街，说》 南京市六合区文化馆选送

导演：曾王涵

编剧：李秋凡

拍摄：郭明进、徐涛、曾王涵

后期：曾王涵

3.《我为家乡代言》 南京苏家文创小镇有限公司选送

创意策划、代言人：孙静；

拍摄、后期：龙虎网

4.《热血诗书雨花魂》 南京市文化馆选送

出品人：白强；

项目总监：夏文飚；

艺术总监：柏昱；

项目统筹：王欣然、陆叶青、胡亚珩、郭慧敏；

编导组：王晓威、宋强、费晨阳、叶昕

5.《鼓楼非遗云展示》 鼓楼区文化馆选送

导演：马艳

设计：季赟

拍摄、后期：杜广洋



6.广场舞《美好江宁》教学与展示 江宁区文化馆选送

主创人：张震

主讲人：田迪

课程设计：田迪

文案：李依纯

拍摄：夏皓 、周敦云

后期：蒋庆庆、王昭

环境设计：张文、孙俊

7.《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虚拟展示》 南京市文化馆选送

制作团队：陈静、刘立云、杭素婧、马伊凡、李梦琦、张梦月、林文思、胡强、

陈瀚、赵寅州、谢永晴、郭新月、刘珊杉、Sophia Alfred、冯庆忠

“星辰奖”入围作品

1.《新匠——传承系列》 秦淮区文化馆选送

制作：陈金晶

2.《毛吾山虾子灯》 南京市溧水区文化馆选送

策划：史弘玉

导演：丁宁

监制：索淼 、王梦迪

摄影： 邓恒、周博

3.《因为宁 我爱宁》南京本土唱作人陈阳和他的伙伴们 南京市文化馆选送

监制、艺术指导：夏文飚

编剧、导演：宋强

拍摄、后期制作：费晨阳

策划：叶昕、王欣然

音乐：胡亚珩、陆叶青

美术：郭慧敏

4.《艺馨为民——雨花文艺志愿者在行动》 雨花台区文化馆选送

团队成员：朱余国、任柯诺、窦鉴、吴蒙、包树立

5.《心语唐诗》 建邺区文化馆选送

制作：叶昕

6.《当文化遇见景致》 江宁区文化馆选送

主创人：邵素芳

脚本：虞杰

服装道具：何瑶

演员：邵素芳、许可欣、董时辉力、王帅、倪建伟、田迪

音乐：董时辉力

摄影：张俊

7.《南京乡村民宿系列短视频》 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选送



制作：龙虎网文旅团队、视频团队

8.《雨花英烈精神系列微视频》 金陵图书馆选送

制片人：方炜、杨峥

策划：徐昊丰、纪景超、王承冠、张恺

统筹：赵瑱、冯川玉

后期：曹远方、王慧、葛穗、王丹

主讲人：刘晓东、张家芳、向媛华、王跃

9.《陶笛艺术普及课程》 南京市玄武区文化馆选送

主讲人：孙常军

拍摄后期：孙川

10.慕课《白局》 南京市文化馆选送

导演：柏昱

策划：费晨阳、刘立云、刘烨珺、杭素婧、马伊凡

主讲：徐春华、夏天

编剧：夏天

伴奏：殷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