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增补理事情况简介（以姓氏笔画排序） 

 

1. 丁政 ：男，1968 年生，浙江人。中共党员。在各大报刊发表过

诗歌作品数百首，现供职于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政府。 

2. 弓车：男，本名张军，1963 年生，山东东阿人。中共党员。山东

省聊城市作家协会主席、诗人协会会长，山东省诗歌创作委员会

副主任。 

3. 马培松：男，1963年 5 月生，四川三台人。中共党员。1982 年 7

月遂宁师范学校中师毕业，1992 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

作协主席团成员，四川省绵阳市文联主席。 

4. 王艺：男，笔名“陈不我”，1960 年生，江苏东海人。中共党员。

经济学博士，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著有《信

用知识干部读本》一书。 

5. 王淋：男，1956年出生。中共党员。重庆出版集团副编审，重庆

作协会员，作品见于《四川文艺》、《红岩》、《萌芽》、《文艺报》、

《重庆日报》、《中国诗歌网》等报刊和网络。 

6. 王琦：男，1963 年生，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诗

歌学会副主任，承德市文联主席，曾获 2010 年河北作协年度创作

奖、2014 年河北文艺振兴奖。 

7. 王光明：男，1955年生。福建中共党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中文系主任，文艺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8. 王红雷：男，1967 年生，籍贯浙江。中共党员。安徽马鞍山国际

吟诗节组委会办公室主任。 

9. 王国平：男，生于 1976 年。中共党员。四川省都江堰市文联主席。

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成都市作协副秘书长、

《芙蓉锦江》诗刊主编。  

10.王善让：男，1973 年生。中共党员。当过开荒工人、连队文教、

农场机关秘书等职，出版诗集多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文联委员、签约作家。 

11.扎西才让：男，藏族，1972 年生。中共党员。甘肃甘南人。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

事，甘南州作家协会主席，第二届甘肃诗歌八骏之一。 

12.龙克：男，本名龚兢业，生于 1964 年。中共党员。四川省达州市

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省作协会员、四川省诗歌学

会理事、达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巴山诗刊》主编。 

13.凸凹：男，本名魏平，生于 1962 年。中共党员。四川省龙泉驿区

文联专职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协全委会委员。

作品曾获诗刊社刘伯温诗歌奖，浩然文学奖，冰心散文奖。 

14.田原：男，1965 年生于河南漯河，旅日诗人、文学博士、翻译家。

现为日本城西国际大学教授，作品先后被翻译成英、德、西班牙、

法、意、土耳其、阿拉伯、芬兰、葡萄牙语等十多种语言。 

15.宁明：男，诗人。1963 年生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辽宁省新诗学会副会长，大连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作品获“第



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辽宁文学奖。 

16.向延兵，男，土家族。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南常

德市诗歌协会主席,作品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丁玲文学奖一等

奖等奖项 

17.刘川：诗人，1975 年生，《诗潮》杂志主编，出版诗集多部。获

首届徐志摩诗歌奖、散文诗大奖、《人民文学》奖、辽宁文学奖等。 

18.刘迅甫：男，1961 年 10 月出生，河南沈丘人。中共党员。现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书画委员会委

员、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诗书画网创始人。 

19.许泽夫：男，1964年生，安徽肥东人。中共党员。安徽省肥东县

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

会理事、安徽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20.孙晓娅：女，笔名晓娅，1973年生。中共党员。籍贯辽宁，首都

师范大学中国诗歌保心研究员，文学院任教，硕士生导师。 

21.李庄：男，1963 年生于德州，中国作协会员。1986 年开始诗歌创

作，山东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有作品被译为英语，俄语。 

22.李皓，男，1970 年生，辽宁省新金县人，中共党员。1989年入伍，

1999 年 1 转业进入大连晚报社，《海燕》文学月刊主编，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理事、东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大连

民族大学文法学院新闻系客座教授。 

23.李元胜：男，1963年生，四川省武胜县人，诗人，作家。1983 年

毕业于重庆大学。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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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专业作家，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24.李红雨：男，笔名北滩，宁夏银川人，满族，中共党员。中央民

族大学教授。撰写与合作编撰的主要著作有《清代满族诗学精华》、

《纳兰词新解》、《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

学史》 等多部。 

25.李秀文：男，1951年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协会

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协会会员，辽宁省新诗协会

副会长，《辽宁诗界》主编。 

26.李铁龙：男，中共党员。吉林省新诗学会常务会长兼秘书长，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文联、吉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北斗诗

刊》总编辑，吉林新诗网顾问，作品曾获吉林省政府长白山文艺

奖。 

27.杨锦：男，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诗人，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

诗歌作品数百首，供职于全国公安文联。 

28.杨东彪：男，1967年出生，宁波鄞州人，笔名：七月、阳芷、易

子。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杂文学会理事。 

29.杨志学：男，笔名杨墅，曾用笔名梦阳。河南沁阳人。1983 年郑

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入伍，2002 年转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

艺学专业博士。 

30.杨贵葆：男，笔名杨子，1954 年生，籍贯陕西，现居美国佐治亚

州亚特兰大市。爱默蕾大学，牛津学院终身教授，美国

always88.com 网现代诗版主，美国亚特兰大石头山诗社副社长。 



31.杨炳麟：男，1962年，河南息县人。中国作协会员，河南省诗歌

学会副会长。河南诗歌创作研究会会长。《河南诗人》主编。 

32.吴震启：男，笔名无为，1952 年生，满族。中共党员。祖籍山东，

现任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诗词学会会

员、中国书协硬笔委员会副主任，有著作《通心堂万米诗墨手卷》，

被列为吉尼斯世界纪录。 

33.邱东晓：男，笔名冬箫。1968 年生，浙江海宁人。中共党员。2009

年出版诗集《江南的湿度》；2010年出版诗集《站在秋天的边缘》。 

34.何真宗：男,1974 年出生,重庆市万州区文化委员会《《万州文化》

杂志执行编辑，被《工人日报》誉为“打工文学领军人物之传奇

诗人”称号。 

35.汪剑钊：男，1963年生，籍贯浙江。出版译诗集《俄罗斯白银时

代诗选》《曼杰什坦姆诗全集》《茨维塔耶娃诗集》《没有主人公的

叙事诗》等，现供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36.沈苇：男，浙江湖州人。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当过教师、

记者，现为新疆作协专业作家，《西部》杂志总编，中国作协诗歌

创作委员会委员。 

37.张况：男，诗人、诗评家，1971 年生于广东五华，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兼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佛

山市作家协会主席、佛山市文联副主席。 

38.张恩浩：男，1966 年生，河北唐山人。中共党员。1985 年至今，

先后在各大报刊发表诗歌 130 多首。在 30 多家文学网站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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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发表诗歌 400 多首，出版诗集《生活的颜色》（青海人民

出版社）。 

39.张清华:男，1963 年生。中共党员。现为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40.张鲜明：男，1962 年生，南阳邓州人。中共党员。1983 年毕业

于河南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河南省作协副主席。河南省

诗歌学会副会长。 

41.陈陟云：男，1963年生。广东肇庆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大

学法律系，在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

理检察员、研究室副主任、侦查科长、反贪局副局长、副检察长

等职。 

42.邵超：男，1962年生，河南西华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河南诗歌学会理事，河南散文诗学会理事，周口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周口市诗歌学会会长。现供职于河南某县人大常委会。 

43.雨田：男，本名雷华廷，1956年生。中共党员。当代诗人，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绵阳市作家协会副

主席、沙汀文学艺术院常务副院长。 

44.郝子奇：男，1962年生，河南株州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协会员，

河南省散文诗学会副会长，河南省诗歌学会理事，鹤壁市作家协

会主席。 

45.郝剑峰：男，笔名剑峰，1967年生，四川剑阁人。中共党员。四

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入选《中国诗典 1978-2008》《见字如



晤：当代诗人手稿》等选集，现供职于梓潼县政府机关。 

46.胡丘陵：男，笔名胡广熟，1963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

学历。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现实主义诗人，现

供职于常德市委机关。 

47.树才：男，1965 年生，浙江奉化人。1987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

院法语系。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48.峤峰：男，原名杨华森，1973年生，广西兴安人。中共党员。北

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学学士，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北

京首发集团副总经理。 

49.姜红伟：男，1966 年出生，黑龙江省海伦市人，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学生校园诗歌倡导者，现供职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

委组织部，中国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历史研究者。 

50.姚鸿飞：女，1966 年生，北京人，祖籍吉林，诗人、作家、美术

家。曾就读于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专业，

先后在红旗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等处从事编辑记者工作。 

51.秦安江：男，生于 1958 年，新疆乌鲁木齐人。中共党员。新疆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兵团作协副主席。中国

作协全委会委员，西部现代诗歌写作的代表性诗人。 

52.耿占春：男，1957年生，河南柘城人。1982 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

文系。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北

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53.徐涛：男，1960 年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中国文艺志

http://baike.baidu.com/view/498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4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08.htm


愿者协会理事，2013 年发起《聆响·行歌》音乐朗诵会，是第一

个把中国的朗诵艺术带上海外舞台的人。 

54.郭思思：男，笔名萨客，民进会员，诗人。作品曾获首届贵州专

业文艺奖、首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金风车”最佳童书奖，贵

州省诗人协会专职秘书长。 

55.唐成茂：男，1964年生，四川中江县人。中共党员。深圳市宝安

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散

文诗协会副主席。 

56.黄纪云：男，1961年生，浙江乐清。民革成员。浙江育英教育集

团董事长，著有诗集《岁月名章》、《宠物时代》。 

57.梅尔：女，原名高尚梅，1968年出生，江苏淮安人，先后就读于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兼职教授，

江苏银河集团总裁。 

58.曹宇翔：男，1957 年生，山东兖州人。中共党员。1976 年入伍，

鲁迅文学奖奖获得者，武警报文化版主编。 

59.龚学敏：男，四川九寨沟人。中共党员，1984 年毕业于四川省阿

坝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系。历任中学教员、警察、公务员、报

社总编辑，阿坝州作协主席。《星星》诗刊主编。 

60.龚道国：男，1986 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见于《诗刊》《中国作

家》《湖南文学》《语文报》等百种刊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61.梁尔源：男，1953年生，湖南涟源人。中共党员。诗人，当过矿

工，做过木匠。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理事，湖南省诗歌协



会会长。 

62.梁晓明：男， 1963年生。81 年开始写诗，《江南》诗刊主编。 

63.彭敏：男，1971 年生,重庆梁平人。中共党员。曾在全国数十家

报刊发表过诗歌作品。现供职于重庆市文联。 

64.蒲永见：男，1963 年生，四川江油人。中共党员。20 世纪 80 年

代开始习诗，曾在《人民文学》《星星》《青年作家》《新诗文》等

刊物以及各网站上发数百首诗作。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江油市

文联主席。 

65.赖廷阶：男，1967年出生，广东茂名人。中共党员。作家、诗人、

书法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广

东茂名市电白区文联。 

66.臧棣：男，1964年生，北京人。1983 年 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1997年 7月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67.潇潇：女，1964年生，四川资阳人。1983年开始写诗并发表作品。

1993年主编中国现代诗编年史丛书《朦胧诗全集》、《中国当代诗

歌批评全集》。 

68.潘杰客：男，Be My Guest 及「为你读诗」创始人，美国哈佛大

学 (HKS) 中国校友会创会主席。美国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

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首席财经评论员兼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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