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报送单位 姓名 作品名称 作品种类 创作年代
作品尺寸（装裱
后最大外尺寸）

横/竖 评审结果

1 通州区文化馆 于伟 《王维诗》 行草 2022年 180*50cm 竖 一等奖

2 西城区文化馆 李从众 《致广大尽精微》 篆刻 2022年 137*34cm 竖 一等奖

3 大兴区文化馆 刘君君 《平谷桃花源记》 大篆 2022年 180*97cm 竖 一等奖

4 大兴区文化馆 裴江 《陶渊明诗》 行书 2022年 180*97cm 竖 一等奖

5 昌平区文化馆 郝玲 　《红色家书数篇》 小楷 2022年 138*34cm 竖 一等奖

6 延庆区文化馆 刘利明 《自作联》 行书 2021年 180*60cm 竖 二等奖

7
朝阳区宣传文
化中心

刘立平
《敬录毛主席诗词五首

》
行草书 2022年 80*240cm 竖

二等奖

8
朝阳区宣传文
化中心

李丽 《録李白诗八首》 书法隶书 2022年 六尺整 竖
二等奖

9 通州区文化馆 王祺 《赵孟頫-阁帖跋》 行草 2022年 六尺 竖 二等奖

10 通州区文化馆 王正继 文天祥《正气歌》 魏碑 2022年 6尺 竖 二等奖

11 西城区文化馆 丁子同 《中华腾飞》 行书对联 2022年 180*33cm×2 竖 二等奖

12 西城区文化馆 程辉
《录自习近平主席在中
国文联十一大开幕式上

的讲话》

楷书 2022年 180*92cm 竖
二等奖

13 海淀区文化馆 刘文文
《到人民中去》-纪念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八

十周年

楷书 2022年 195x58cm 竖
二等奖

14 密云区文化馆 郭鑫伟 《草书东坡诗》 书法 2022年 六尺对开条幅 竖 二等奖

15 密云区文化馆 贾海江 《世纪回眸诗》 隶书 2022年 六尺 竖 二等奖

16 平谷区文化馆 王国凤 《大成》 书法 2021年 六尺竖幅 竖 三等奖

17 延庆区文化馆 吕健 方霞诗《春声》 隶书 2022年 六尺整 竖 三等奖

18 延庆区文化馆 赵琳鹤 《自作诗》 隶书 2022年 六尺整 竖 三等奖

19
朝阳区宣传文
化中心

马付来 《王文治书论》 书法 2022年 180*65cm 竖
三等奖

20 通州区文化馆 田爽
《选录清王文治快雨堂

题跋三则》
书法 2022年 180*50cm 竖

三等奖

21 西城区文化馆 关奇伟 《何劭诗一首》 篆书 2022年 178*96cm 竖 三等奖

22 西城区文化馆 陈怡 《陶庵梦忆一则》 行书 2022年 180*48cm 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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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西城区文化馆 杨陌 周秋云《喜迎二十大》 草书 2022年 180*96cm 竖 三等奖

24 怀柔区文化馆 吴朝印 《织密筑牢联》 魏楷 2022年 136*60cm 竖 三等奖

25 东城区书协 沈国龙 《行书》 书法 2022年 180*96cm 竖 三等奖

26 大兴区文化馆 徐文彪 《南海子联》 行书 2022年 180*24cm*2 竖 三等奖

27 大兴区文化馆 韩振亮 《习近平讲话》 楷书 2022年 180*50cm 竖 三等奖

28 密云区文化馆 沙曙光 《古诗数首》 行书 2022年 六尺 竖 三等奖

29 昌平区文化馆 张志刚 《孟浩然诗》 隶书 2022年 180*90cm 竖 三等奖

30 社会报送 张维年 《维年印迹》 篆刻 2022年 208*43cm 竖 三等奖

31 平谷区文化馆 陈冬杰 《改革的春风》 书法 2021年 六尺 竖 优秀奖

32 平谷区文化馆 冀玉华 《红星光照》 书法 2021年 四尺竖幅 竖 优秀奖

33 平谷区文化馆 张艳霞 《神州华彩》 书法 2021年 六尺竖幅 竖 优秀奖

34 延庆区文化馆 刘越岭 《党员八项义务》 楷书 2022年 四尺整 竖 优秀奖

35 延庆区文化馆 赵建华 《雅言神话》选 魏碑 2022年 六尺整 竖 优秀奖

36 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杨德银 《録王国维人间词汇》 书法 2022年 97*180cm 竖 优秀奖

37
朝阳区宣传文
化中心

虞鹏 《陶渊明闲情赋》 书法 2022年 　210*70cm 竖
优秀奖

38 通州区文化馆 张文煊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

关中堂》
楷书 2022年 69*138cm 竖

优秀奖

39 顺义区文化馆 张艳军 《风景、江山七言联》 行书 2022年 　210*120cm 竖 优秀奖

40 顺义区文化馆 王颖 《书法》 小楷 2022年 168*70cm 竖 优秀奖

41 顺义区文化馆 孙建昆 　《眼里身外联》 书法 2022年 　48*180cm 竖 优秀奖

42 顺义区文化馆 杨帆 　《唐诗十五首》 书法 2022年 210*150cm 竖 优秀奖

43 西城区文化馆 胡学龙 《神州盛世》 楷书对联 2022年 173*26cm*2 竖 优秀奖

44 西城区文化馆 王腾巍
《节录人民日报加强文
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

行书 2022年 180cm*60cm 竖
优秀奖

45 西城区文化馆 吴彤彤 《节录典论论文》 隶书 2022年 192*50cm 竖 优秀奖

46 海淀区文化馆 李爱民 《经霜傲雪》 隶书对联 2022年 245*46cm*2 竖 优秀奖

47 海淀区文化馆 柳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节录》

软笔书法 2022年 196*86cm 竖
优秀奖

48 海淀区文化馆 辜向阳 《朱子家训》 楷书 2019年 195*58cm 竖 优秀奖

49 海淀区文化馆 徐艺丹 《孝经》三才章第七一
则

篆书 2022年 180*96cm 竖 优秀奖

50 大兴区文化馆 魏初贤 《孙光宪词》 草书 2022年 175*45cm 竖 优秀奖

51 大兴区文化馆 觉思宇 《李白诗数首》 楷书 2022年 180*97cm 竖 优秀奖

52 大兴区文化馆 陈正阳 《千字文》 小楷 2022年 180*97cm 竖 优秀奖

53 昌平区文化馆 张宇英 《三思百折联》 隶书 2022年 180*30cm*2 竖 优秀奖



54 昌平区文化馆 杨东方 　曾几诗《三衢道中》 隶书 2022年 180*69cm 竖 优秀奖

55 社会报送 柴海军 《范仲淹词》 书法 2022年 六尺 竖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