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合 1
	01_主题墙
	02_前言542x440+2
	03-《绿水青山杳难分》    马志武   省人大机关选送
	04-《暖风》   张鉴武    省人大机关选送
	05-《普法惠民》  丁秀媛   赣州市人大选送
	06-《于都祁禄山红军长征小道》   熊伟明   赣州市人大选送
	07《砥砺前行》    万金生    新余市人大选送
	08《江山如画》  于集华    景德镇市人大选送
	09《花团锦簇》   张婧婧   景德镇市人大选送
	09《山静泉高听清音》   刘文斌     景德镇市人大选送
	10《五彩硕果》    于集华     景德镇市人大选送
	11《盛世繁华》    汪炜兰     景德镇市人大选送
	12《清贫》    洪文学    上饶市人大选送
	13《防疫保卫战》  陆明   九江市人大选送
	14《红孩子》 章隆元  赣州市人大选送
	15《喜迎二十大》  王健    九江市人大选送
	16《一心向党》  张亮    新余市人大选送
	17《最美逆行者》    陈水平    上饶市人大选送
	18-《黄洋界》  袁军 省人大机关选送
	19《白云深处有人家》   张燕平    九江市人大选送
	20《晨歌》 章隆元   赣州市人大选送
	21《春风浩荡绿初齐》 艾春晴   抚州市人大选送
	22《高山云起有清香》  钟意坤  赣州市人大选送
	23《青绿山水》  林琪文   抚州市人大选送
	24《三清山》    罗来宾    上饶市人大选送
	25《喜迎金秋》  刘乐平   抚州市人大选送
	26《秀美山川》    刘文红 萍乡市人大选送
	27《幽谷飞仙》  熊伟明    赣州市人大选送
	28《1934纪事》    毛木梁   上饶市人大选送
	29《春华秋实》 张瑞荃   赣州市人大选送
	30《风景》  谢智竞  赣州市人大选送
	31《鹤舞鄱湖》  蔡安荣    九江市人大选送
	32《竞艳》  郑倩   上饶市人大选送
	33《濂溪望南山》   虞晨鑫     九江市人大选送
	34《千年古村展新姿    百年戏台待新戏》 习甲峰   吉安市人大选送
	35《秋韵》   徐岚    九江市人大选送
	36《沙溪春雨》     杜跃   上饶市人大选送
	37《闲暇》    罗俊    上饶市人大选送
	38《喜上眉梢》  傅朗林     九江市人大选送
	39《小荷才露尖尖角》    傅朗林     九江市人大选送
	40《秀美乡村》     高云   上饶市人大选送
	41《月下双雄》  付周   九江市人大选送
	42《绽放》   徐丽芸    赣州市人大选送
	43《百寿图》   王玲   九江市人大选送
	44《空谷幽景》  徐双文     鹰潭市人大选送
	45《千叶雨》   舒然    省人大机关选送
	46《春华秋实》孙建军 上饶市人大选送
	47《廉》   杨喜平    九江市人大选送
	48《留得清气满乾坤》  蒋洪亮   赣州市人大选送
	49《赏花图》   聂建军     九江市人大选送
	50《韶华》  刘晶    上饶市人大选送
	51《盛夏荷塘》  徐名立    赣州市人大选送
	52《无题》  郭国忠     吉安市人大选送
	53《修竹图》      张天霞     上饶市人大选送
	54《只留清气满乾坤》 郑小平  抚州市人大选送

	组合 2
	01-李豆罗       南昌市人大选送
	02谢李发生    赣州市人大选送
	03曹雄辉      省人大机关选送
	04乐金堂      抚州市人大选送
	05李小平  上饶市人大选送
	06何华    抚州市人大选送
	07游建新  九江市人大选送
	08陶家鸿  上饶市人大选送
	09彭光远  上饶市人大选送
	10黄江  上饶市人大选送
	11翟玉梅    上饶市人大选送
	12王金华     九江市人大选送
	13臧定䘵    南昌市人大选送
	14杜思吾      抚州市人大选送
	15付晓辉    抚州市人大选送
	16付晓敏     九江市人大选送
	17陈旭东    南昌市人大选送
	18刘明   赣州市人大选送
	19刘小明   赣州市人大选送
	20吕文杰    鹰潭市人大选送
	21王燕   南昌市人大选送
	22王述峰  赣州市人大选送
	23夏云   赣州市人大选送
	24许红光     抚州市人大选送
	25钟元芳      九江市人大选送
	26林琪文   抚州市人大选送
	27李友鸿   上饶市人大选送
	28刘福建      九江市人大选送
	29何超   九江市人大选送
	30吴德胜    九江市人大选送
	31王晖   鹰潭市人大选送
	32王新平    九江市人大选送
	33熊建华   抚州市人大选送
	34袁少民     九江市人大选送
	35张博玉     九江市人大选送
	36张荣生      新余市人大选送
	37曹盛杨   上饶市人大选送
	38陈华金    新余市人大选送
	39胡昌丰  上饶市人大选送
	40胡克龙    赣州市人大选送
	41胡训秋    九江市人大选送
	42梁铁民     赣州市人大选送
	43刘龙飞     抚州市人大选送
	44刘米生     九江市人大选送
	45刘自荣 赣州市人大选送
	46欧阳小静     九江市人大选送
	47万虹     抚州市人大选送
	48万明亮   抚州市人大选送
	49魏民 省人大机关选送
	50吴有亮    抚州市人大选送
	51吴长文    上饶市人大选送
	52杨坚    上饶市人大选送
	53杨平盛      抚州市人大选送
	54叶雪明   赣州市人大选送
	55张敏华    新余市人大选送
	56张天霞  上饶市人大选送
	57郑人凤    赣州市人大选送
	58钟姗姗      吉安市人大选送
	59朱述萍     萍乡市人大选送
	60邹水平      新余市人大选送
	61邹晓磊    南昌市人大选送
	62黄啸    赣州市人大选送
	63高明杰      抚州市人大选送
	64戴宣平     九江市人大选送

	组合 3
	01《人大代表分享国徽知识》   李军   吉安市人大选送
	02《神圣的一票》   宋小勇    九江市人大选送
	03《童心绘党》   吴轲    新余市人大选送
	04《唱支山歌给党听》   吴轲    新余市人大选送
	05《朝霞记“疫”》   王卫国   上饶市人大选送
	06《红色旧址听党课》   陈逸峰    新余市人大选送
	07《架起选民“连心桥”》   孙艳   吉安市人大选送
	08《乡代表喜迎“二十大”》   陈靓珂   吉安市人大选送
	09《 黄埠村上黄花香》   尹其奇    赣州市人大选送
	10《采菱曲》   宋帅    新余市人大选送
	11《党的政策好啊》   钟永平   上饶市人大选送
	12《感党恩》    李崇仁    萍乡市人大选送
	13《光荣脱贫》   杨亚东    赣州市人大选送
	14《红歌喜迎二十大》   李建平    赣州市人大选送
	15《引得清水润心田》   陈逸峰    新余市人大选送
	16《丰收》    黄清华    抚州市人大选送
	17《丰收》   何晖   上饶市人大选送
	18《猕猴桃熟了》   陈靓珂   吉安市人大选送
	19《庆丰收 感党恩》   潘叶坤    新余市人大选送
	20《人大代表助力乡村振兴，废弃矿山变“金山银山”》    龙成前    萍乡市人大选送
	21《收获》   杨江锋    九江市人大选送
	22《甜蜜的事业》    卢致融    赣州市人大选送
	23《喜笑颜开》   杨晓宁   宜春市人大选送
	24《笑逐颜开》   李建平    赣州市人大选送
	25《一颗红心向党》   杨赟    赣州市人大选送
	26《白鹇纳凉》   沈彩英   上饶市人大选送
	27《东江源第一飞瀑》   钟意坤    赣州市人大选送
	28《葛仙山更美了》   张梦玲   上饶市人大选送
	29《候鸟的天堂》   沈彩英   上饶市人大选送
	30《怀玉天路》   陈斌   上饶市人大选送
	31《环保赣江行之守护一湖清水》   黄啸    赣州市人大选送
	32《黄山冬韵》    尹兆书    萍乡市人大选送
	33《回归自然》   卢致融    赣州市人大选送
	34《巨蟒出山》   陈斌   上饶市人大选送
	35《龙灯节》   张闽   上饶市人大选送
	36《绿色生态美苏区》   杨亚东    赣州市人大选送
	37《萍莲高速》    李崇仁    萍乡市人大选送
	38《秋色山村》   黄清华    抚州市人大选送
	39《瑞雪祥云佑新城》   张项理    九江市人大选送
	40《山花烂漫》   张项理    九江市人大选送
	41《省鸟归来》   《小翠啼新荷》    孙学军    省人大机关选送
	42《踏浪飞舞小漓江》   陆芳锋    赣州市人大选送
	43《婺源春色》   杨晓宁    宜春市人大选送
	44《夏日活野田生金》   李军   吉安市人大选送
	45《新时代的共青城》   杨牧青    九江市人大选送
	46《宜居城市》   宗旅旅    宜春市人大选送
	47《宜居之城》   杨晓宁   宜春市人大选送
	48《云蒸霞蔚》   周冠冲    抚州市人大选送
	49《紫气东来》    尹兆书    萍乡市人大选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