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云南省艺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评审结果公示                                                                                        

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申报资格 备  注

1 红河州民族文化工作团 郑雅文 一级演员

2 云南省花灯剧院 周  霞 一级演奏员

3 临沧市社科联（佤族文化研究院） 魏子皓 一级编导

4 云南省滇剧院 杨晓芳 一级舞台技术

5 文山州民族文化工作团 朱良景 一级舞美设计师

6 文山州文山市展演中心 刘文亮 一级编导

7 玉溪市艺术创作研究所 潘  勇 一级编剧

8 玉溪花灯戏传承保护展演中心 矣  露 一级演员

9 玉溪滇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 严  律 一级演奏员

10 大理州巍山县民族文化工作队 李艳芬 一级演员

11 云南省花灯剧院 赵文杰 一级演员 特殊人才

12 云南省花灯剧院 谭  瑞 一级演员 特殊人才

13 云南省滇剧院 李  伟 一级演员 特殊人才

14 云南省滇剧院 赵国彩 一级演员 特殊人才

15 云南省杂技团 杨晓星 一级演员 特殊人才

16 云南省京剧院 宁国旺 一级演员 特殊人才

17 红河州民族文化工作团 黄皓璟 二级演员



18 红河州民族文化工作团 李  皓 二级演员

19 红河州文化馆（艺术研究中心） 马  丽 二级编导

20 红河州民族文化工作团 江俊竹 二级演员

21 云南省花灯剧院 陈  瑶 二级编导

22 云南省花灯剧院 霍  苗 二级编导

23 曲靖市展演中心 王丽薇 二级演员

24 曲靖市展演中心 李  思 二级演员

25 曲靖市艺术研究所 毕玉明 二级编剧

26  陆良县非遗展演中心 武国林 二级演员

27 临沧市镇康县民族文化工作队 克春梅 二级演员

28 云南省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郑  新 二级演员

29 云南省滇剧院 田  静 二级编导

30 云南省滇剧院 杨晓芳 二级舞台技术

31 怒江州民族文化工作团 余福娜 二级演员

32 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艺术剧院 李海平 二级演员

33 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艺术剧院 李  娜 二级演员

34
楚雄州姚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展演中心

胡  靖 二级演员

35
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民族文化
工作队

张丽香 二级演员

36 文山州民族文化工作团 陈  怡 二级演员

37 文山州民族文化工作团 王  丽 二级演员



38 文山州民族文化工作团 韦  琦 二级演员

39 文山州民族文化工作团 陈秋洁 二级演员

40 文山州民族文化工作团 李婷婷 二级演奏员

41
文山州文山市民族文化传承展演中
心

蒋丽司 二级演员

42 文山州麻栗坡县民族文化工作队 杨秀才 二级演员

43
文山州丘北县民族文化传承展演中
心

钱宏钧 二级演员

44 文山州广南县文化展演中心 邓家驹 二级演员

45 德宏州民族文化工作团 刀小后 二级舞台技术

46 德宏州傣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 龚茂南 二级舞台技术

47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民族文化工作队 李志英 二级演员

48 普洱市民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 白富东 二级演员

49 普洱市景东县民族文化工作队 邱远娜 二级演员

50 云南省书法家协会 肖  江 二级美术师

51
玉溪市红塔区非遗保护传承展演中
心

李鹃宇 二级编导

52 玉溪滇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 李  娜 二级演员

53
玉溪市红塔区非遗保护传承展演中
心

师燕苹 二级演员

54 玉溪市易门县文化馆 普正礼 二级演员

55 玉溪花灯戏传承保护展演中心 樊震宇 二级舞台技术

56 玉溪滇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 祁志刚 二级舞台技术

57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李剑敏 二级演员



58 云南省京剧院 杨  殊 二级演员

59 大理州弥渡县花灯剧团 杨丽珅 二级演员

60 大理州巍山县民族文化工作队 马艳霞 二级演员

61 大理州民族文化工作团 赵聪丽 二级演员

62 红河州民族文化工作团 杨家祥 二级演员 特殊人才

63 云南省花灯剧院 朱朝林 二级演员 特殊人才

64 云南省花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陈  睿 二级作曲 特殊人才

65
普洱市澜沧县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
有限公司

李娜倮 二级演员 特殊人才

66 普洱市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 郭航宇 二级演员 特殊人才

67 玉溪花灯戏传承保护展演中心 刘缙诺 二级演员 特殊人才

68 云南省杂技团有限公司 李峻杰 二级演员 特殊人才

69 云南省京剧院 冯  浩 二级演员 特殊人才

70 文山州广南县文化展演中心 陆发丽 二级演员 定向评审

71 文山州广南县文化展演中心 李继猛 二级演员 定向评审

72 普洱市澜沧县民族文化工作队 杨建高 二级演员 定向评审

73 普洱市澜沧县民族文化工作队 沈旺超 二级演员 定向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