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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谷区文化馆 王雅清 《掌声响起来》 国画 2021年 146*190cm 竖 一等奖
2 通州区文化馆 胡凤武 《铸梦—新征程》 国画 2021年 220*180cm 竖 一等奖

3 西城区文化馆 姚卫平
《汉唐雄风拂西域，丝

路驼铃永敦煌》
工笔 2022年 220*158cm 竖

一等奖
4 西城区文化馆 王玉平 《青春》 国画工笔 2021年 220*190cm 竖 一等奖
5 海淀区文化馆 王一堂 《雾失楼台》 布面油画 2021年 175*145cm 竖 一等奖
6 平谷区文化馆 韩仲宇 《恒》 国画 2021年 97*180cm 竖 二等奖
7 朝阳区宣传文化中

心
见晶 《天之骄子·护卫领空

》
中国画 2022年 180*230cm 竖幅 二等奖

8 朝阳区宣传文化中
心

钮维 《约定》 木板油画 2016年 120*140cm 竖 二等奖
9 朝阳区宣传文化中

心
李潇 　《印象·首钢》 布面油画 2021年 180*160cm 横 二等奖

10 通州区文化馆 刘艺 《都市的脚步》 油画 2021年 180*120cm 横 二等奖
11 顺义区文化馆 左晓茹 《喜悦》 　版画 2022年 60*75cm 竖 二等奖
12 顺义区文化馆 杜玉山 《京郊又丰年》 中国画 2022年 215*190cm 竖式 二等奖
13 西城区文化馆 闫贵儒 《民族魂》 布面油画 2022年 140*100cm 竖 二等奖
14 海淀区文化馆 宋文慧 《暖阳·飘香》 中国画 2020年 65*95cm 竖 二等奖

15 大兴区文化馆 崔瑞芳、
张巨生

《新征程·使命》 中国画 2022年 195*175cm 横 二等奖
16 延庆区文化馆 王庆杰 《长城内外皆故乡》 国画 2022年 145*145cm 斗方 三等奖
17 延庆区文化馆 李凤成 《青山绿水家乡美》 油画 2022年 58*40cm 竖 三等奖
18 朝阳区宣传文化中

心
王洪杰 《新时代愚公毛相林》 国画 2021年 138x69cm 竖 三等奖

19 通州区文化馆 何永亮 《首都铁骑》 国画 2022年 　140*180cm 　竖 三等奖
20 通州区文化馆 谢文彤 《大美山音》 国画 2021年 200*170cm 竖 三等奖
21 通州区文化馆 韩杰 《我是党员我先上》 中国画 2020年 180*97cm 竖 三等奖
22 通州区文化馆 张思洋 《锦羽生辉》 中国画 2022年 69*138cm 竖 三等奖
23 顺义区文化馆 贾小鸽 《谧境》 国画 2022年 97*180cm 竖式 三等奖
24 西城区文化馆 陈海波 《古都华彩》 水彩 2021年 52*72cm 横 三等奖
25 西城区文化馆 徐保玉 《乘风破浪会有时》 工笔 2022年 240*140cm 竖 三等奖
26 西城区文化馆 刘颖 《一树烟雨境象幽》 工笔 2022年 214*143cm 竖 三等奖
27 海淀区文化馆 刘畅 《崛地而起》 油画 2022年 92*132cm 横 三等奖
28 门头沟区文化馆 孙政伟 《稻花香里舞丰年》 　水彩画 2022年 　4开 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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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昌平区文化馆 王建军 《家乡秋意浓》 中国画 2022年 200*200cm 竖 三等奖
30 昌平区文化馆 张歆 《乡韵》 中国画 2022年 230*170cm 竖 三等奖
31 房山区文化活动中

心
高海军　 《北京石匠之歌》　 油画 2022年 175*175cm　 横 优秀奖

32 房山区文化活动中
心

巩建文　 《沸腾的码头》 油画 2021年 120*60cm　 横版 优秀奖
33 房山区文化活动中

心
李建国　 《春韵》　 　国画 2021年 200*108cm 竖 优秀奖

34 房山区文化活动中
心

陶跃　 《风吹稻田香满园》　 　国画 2021年 　235*105cm 竖 优秀奖
35 朝阳区宣传文化中

心
王希宁 《晨妆》 工笔画 2022年 123*126cm 竖 优秀奖

36 通州区文化馆 代晓宇 《社区工作者》 油画 2021年 100*120cm 横 优秀奖
37 通州区文化馆 丁学涛 《古刹清音》 中国画 2020年 180*97cm 竖 优秀奖
38 通州区文化馆 石玉霞 《西山烟雨润家园》 中国画 2022年 220*160cm 竖 优秀奖
39 顺义区文化馆 周胜兵 《北京，明天会更好》 　油画 2022年 　180*200cm 竖幅 优秀奖
40 顺义区文化馆 孙银海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中国画（山水） 2022年 200*220cm 竖式 优秀奖
41 顺义区文化馆 曹加新 《京东大集》 油画 2022年 160*80cm 竖式 优秀奖
42 顺义区文化馆 刘凤池 《美好家园》 国画 2022年 六尺 竖 优秀奖
43 西城区文化馆 王学礼 《冬奥记忆》 国画 2022年 180*96cm 竖 优秀奖
44 西城区文化馆 高虹 《新首钢 新地标》 布面油画 2022年 160*100cm 竖 优秀奖
45 怀柔区文化馆 吴朝印 《龙脊》 国画 2022年 136*68cm 竖 优秀奖
46 大兴区文化馆 田野 、田子

昌
《高路入云端》 中国画 2021年 183*97cm 竖 优秀奖

47 密云区文化馆 刘立红 《冬天总会过去》 油画 2021年 40*50cm 横 优秀奖
48 昌平区文化馆 王宁 《苍龙出燕山》 中国画 2022年 180*97cm 竖 优秀奖
49 昌平区文化馆 王晖 《少年强则国强》 国画 2022年 180*90cm 竖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