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江教发〔2021〕34号《关于组织师生参加绵阳市第四届中小

学师生书法作品展评活动暨江油市中小学第四届中小学师生书法作品

展评活动的通知》精神，我市各校师生精心创作，积极参与。本次活

动共收到师生毛笔书法作品 200 余件，其中，教师组 80 件、小学组

60件、中学组 58件。经过评委组公平公正评审，择优推送 30件师生

书法作品参加绵阳市第四届中小学师生书法作品展评活动。 

现将江油市第四届中小学师生书法作品评选结果公布如下： 

教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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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学  校 教师 奖项 

1 《对联》 胜利街小学 唐国光 特等奖 

2 《宋词数则》 中原爱心学校 黄昌明 特等奖 

3 《梁同书对联》 长城实验学校 周昌龙 特等奖 

4 《对联》 诗城小学 李赟 特等奖 

5 《十九大报告摘抄》 彰明中学 何天勇 特等奖 

6 《丛林明灯》 文胜小学 何萍 特等奖 

7 《庐山草堂记》 文胜小学 秦涛 特等奖 

8 《春夜喜雨》 文化街小学 江克义 特等奖 

9 《米芾手札》 太平镇学校 钟艳 特等奖 

10 《毛主席诗词数首》 胜利街小学 王孟蓉 特等奖 

11 《临金龙华山庙碑》 诗城小学 刘坤 特等奖 

12 《选临阴符经》 诗城小学 杨月玲 特等奖 

13 《对联》 胜利街小学 文宝军 特等奖 

14 《古文四篇》 江油职中 何雨君 特等奖 

15 《节选用笔论》 江油外国语学校 汤华宾 特等奖 

16 《苏轼词数首》 坚勇实验小学 陈锐 特等奖 

17 《陆游诗钞》 华丰初中 宋俊霖 特等奖 

18 《选临张迁碑》 花园小学 刘子昶 特等奖 

19 《海岳名言》 花园小学 牛斌 特等奖 

20 《毛主席诗词二首》 花园小学 王艳 特等奖 

21 《中国龙》 诗城小学南校区 汪光华 一等奖 



22 《阴符经选临》 诗城小学德胜分校 刘宏 一等奖 

23 《隶书单条》 胜利街小学 刘涛 一等奖 

24 《种花成幽隐问雨就山农》 胜利街小学 黄婉文 一等奖 

25 《诗歌几首》 胜利街小学 陈欢 一等奖 

26 《选临阴符经》 诗城小学南校区 陈小辉 一等奖 

27 《李白古诗二首》 建设路小学 刘鹏 一等奖 

28 《建党一百周年感怀》 双河初中 何海洋 一等奖 

29 《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长城实验学校 周汝瑜 一等奖 

30 《古诗一首》 诗城小学 杨超 一等奖 

31 《对联》 文化街小学 李元春 二等奖 

32 《千字文》 厚坝小学 夏荣春 二等奖 

33 《中华崛起迎盛世》 新安小学 穆骋 二等奖 

3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街小学 郭秀海 二等奖 

35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太平三小 蒲红梅 二等奖 

36 《陋室铭》 太平三小 袁小茜 二等奖 

37 《沁园春·雪》 双河初中 何海洋 二等奖 

38 《沁园春·雪》 双河初中 付明晶 二等奖 

39 《吕珅呻吟语》 双河初中 付明晶 二等奖 

40 《毛泽东词句》 双河初中 罗孝万 二等奖 

41 《书谱选临》 诗城小学德胜分校 刘宏 二等奖 

42 《篆刻》 胜利街小学 唐国光 二等奖 

43 《隶书单条》 胜利街小学 文宝军 二等奖 



44 《选临乙瑛碑》 厚坝小学 陈嘉莉 二等奖 

45 《临邓石如百氏草堂记》 青莲小学 沈春英 二等奖 

46 《名言警句》 小溪坝小学 王安平 二等奖 

 

小学组：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学生 奖项 

1 《对联》 文胜小学 邓梦奚 特等奖 

2 节选《孟子·告天下》 江油外国语学校 杨子熙 特等奖 

3 《将进酒》 花园小学 李欣囿 特等奖 

4 《前赤赋》 花园小学 杨粟洁 特等奖 

5 《古诗三首》 花园小学 赖君昊 特等奖 

6 《篆刻》 胜利街小学 梁子涵 特等奖 

7 《篆刻》 胜利街小学 胡沁岚 特等奖 

8 《篆刻》 胜利街小学 邓紫玲 特等奖 

9 《对联》 诗城小学德胜分校 刘贵斌 特等奖 

10 《对联》 诗城小学德胜分校 罗聪慧 特等奖 

11 《对联》 诗城小学德胜分校 谭文萱 特等奖 

12 《选临好大王》 诗城小学 秦焱炀 特等奖 

13 《选临张迁碑》 诗城小学 何林峰 特等奖 

14 《选临峄山碑》 诗城小学 岳抒含 特等奖 

15 《选临曹全碑》 诗城小学 姚漫霖 特等奖 

16 《选临张迁碑》 诗城小学 关淮文 特等奖 



17 《选临乙瑛碑》 诗城小学 李邱馨淇 特等奖 

18 《选临鲜于璜碑》 诗城小学 王彦博 特等奖 

19 《选临乙瑛碑》 诗城小学 万祉君 特等奖 

20 《李白诗一首》 胜利街小学 雷雯霓 一等奖 

21 《李白诗一首》 胜利街小学 常清元 一等奖 

22 《集字对联》 文胜小学 邓梦奚 一等奖 

23 《李白诗一首》 厚坝小学 邵秋月 一等奖 

24 《秋瑾诗一首》 文胜小学 武欣沂 一等奖 

2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街小学 郭秀海 一等奖 

26 《李大钊诗一首》 胜利街小学 贺雪阳 一等奖 

27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建设路小学 谢明君 一等奖 

28 《马诗二十三首其五》 建设路小学 王蔚姝慈 一等奖 

29 《回乡偶书》 花园小学 卢志俊 一等奖 

30 《崔护诗一首》 胜利街小学 曹会娟 一等奖 

31 《延安颂方俊选句》 胜利街小学 贺雪阳 一等奖 

32 《毛泽东词长征》 花园小学 王偲蓓 一等奖 

33 《萧楚女名句》 胜利街小学 许海楠 一等奖 

34 《梅岭三章》 胜利街小学 何羽涵 一等奖 

35 《李大钊名句》 胜利街小学 马可可 一等奖 

36 《对联》 坚勇实验小学 杨若希 一等奖 

37 《对联》 坚勇实验小学 邓宇婷 一等奖 

38 《送孟浩然之广陵》 文化街小学 廖俊豪 一等奖 



39 《春日》 中原爱心学校 邱宇晨 一等奖 

40 《喜外弟卢纶见宿》  中原爱心学校 彭俊熙 二等奖 

41 《汾上惊秋》 建设路小学 朱嘉麟 二等奖 

42 《古诗一首》 花园小学 刘潇阳 二等奖 

43 《毛泽东词菩萨蛮》 坚勇实验小学 何青萌 二等奖 

44 《毛泽东诗词采桑子》 花园小学 何刘芯阳 二等奖 

45 《毛泽东诗词》 花园小学 李罗惠熙 二等奖 

46 《寻隐者不遇》 文化街小学 吴佳怡 二等奖 

47 《静夜思》 文化街小学 刘尹榧 二等奖 

48 《送孟浩然之广陵》 文化街小学 何雨佳 二等奖 

49 《山居秋暝》 文化街小学 王欣怡 二等奖 

50 《卜算子·咏梅》 文化街小学 周梦琪 二等奖 

51 《七律长征》 文化街小学 杨子语 二等奖 

52 《春夜洛城闻笛》 青莲小学 王雨琪 二等奖 

53 《墨梅》 青莲小学 易瑾睿 二等奖 

54 《暮江吟》 胜利街小学 许海楠 二等奖 

55 《对联》 诗城小学德胜分校 曹奎林 二等奖 

 

中学组：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学生 奖项 

1 《精神学问联》 江油中学 龙泳帆 特等奖 

2 《党旗和风》 江油一中 余佳奕 特等奖 



3 《卜算子·咏梅》 江油一中 付乘帆 特等奖 

4 《山居秋暝》 江油一中 赵家丙 特等奖 

5 《山行》 太白中学 何心仪 特等奖 

6 《峨眉山月歌》 太白中学 张驰 特等奖 

7 《刘因山水图诗一首》 江油实验学校 张鹏举 特等奖 

8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江油实验学校 胡钰杰 特等奖 

9 《敦煌》 江油实验学校 吴子躍 特等奖 

10 《题西林壁》 江油实验学校 隆玮璐  特等奖 

11 《临曹全碑》 江油实验学校 杨佳琪 特等奖 

12 《节临曹全碑》 江油外国语学校 陈俊吕 特等奖 

13 《节临九成宫》 江油外国语学校 李奕霖 特等奖 

14 《节临九成宫》 江油外国语学校 周清琰 特等奖 

15 《篆书》 江油实验学校 田旻民 特等奖 

16 《选临好大王》 江油实验学校 孙宏宇 特等奖 

17 《读书破万卷》 江油实验学校 张雨涵   特等奖 

18 《沁园春·雪》 江油职中 刘春梅 一等奖 

19 《逢入京使》 江油实验学校 唐新然 一等奖 

20 《毛泽东七律—首》 江油实验学校 杨佳琪 一等奖 

21 《临乙瑛碑》 江油实验学校 马義然 一等奖 

22 《江雪》 中原爱心学校 周敬诗 一等奖 

23 《晚晴》 中原爱心学校 侯靓仪 一等奖 

24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中原爱心学校 李思彤 一等奖 



25 《枫桥夜泊》 中原爱心学校 陈信琢雅 一等奖 

26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有此寄》 中原爱心学校 代文杰 一等奖 

27 《书法临帖》 长城实验学校 王军杨 一等奖 

28 《临石门颂》 江油实验学校 任宇豪 一等奖 

29 《独坐敬亭山》 江油实验学校 胡嘉瑶 一等奖 

30 《菩萨蛮》 长城实验学校 陈星全 一等奖 

31 《登楼》 太白中学 左传生 一等奖 

32 《胸怀千秋伟业》 江油一中 余佳奕 一等奖 

33 《节选陋室铭》 江油中学 吉尔吾聪 一等奖 

34 《勤于探索》 华丰初中 郑迦文 一等奖 

35 《书法花朵》 华丰初中 陈雨柔 一等奖 

36 《中国共产党》 华丰初中 汪小芸 一等奖 

37 《念奴娇》 华丰初中 蒋不凡 一等奖 

38 《立足岗位》 华丰初中 林子晴 一等奖 

39 《东市骏马》 华丰初中 杨钰晴 一等奖 

40 《道诗一首》 江油实验学校 胡钰杰 一等奖 

41 《诸葛亮诚字篇》 江油实验学校 闫馨予 一等奖 

42 《水调歌头》 江油实验学校 杨佳琪 一等奖 

43 《读书破万卷》 江油实验学校 张雨涵 一等奖 

44 《满江红》 江油实验学校 蒋善存 一等奖 

45 《琴伴衣无》 江油实验学校 吴雨桐 一等奖 

46 《隶书》 江油实验学校 黄依琳 一等奖 



47 《陆游诗一首》 江油实验学校 吴子躍 一等奖 

48 临《好大王》 江油实验学校 孙宏宇 一等奖 

49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江油实验学校 胡钰杰 一等奖 

50 《刘因山水图诗一首》 江油实验学校 张鹏举 一等奖 

51 《古诗一首》 彰明中学 黄雪洋 一等奖 

52 《临乙瑛碑》 中原爱心学校 王鑫茹 一等奖 

53 选临《乙瑛碑》 江油实验学校 黄依琳 一等奖 

54 《咏荷》 江油中学 薛洋 二等奖 

55 《源远流长》 华丰初中 黄思源 二等奖 

56 《临帖》 长城实验学校 王军杨 二等奖 

57 《临帖》 长城实验学校 赵得全 二等奖 

58 《创作》 长城实验学校 杨思阳 二等奖 

59 《沁园春·雪》 长城实验学校 杨建宏 二等奖 

60 《泊秦淮 太白中学 张驰 二等奖 

6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江油一中 张诗语 二等奖 

62 《陋室铭》 江油职中 张成英 二等奖 

63 《送瘟神》 江油职中 魏巧 二等奖 

64 《七律长征》 江油职中 刘思漪 二等奖 

65 《行路难》 江油职中 勒伍么史扎 二等奖 

66 《七律.人名解放军》 江油职中 魏蓉 二等奖 

67 《无题》 江油职中 敬语李鑫 二等奖 

68 《劝学》 江油实验学校 李周一 二等奖 



69 《踏步行》 江油实验学校 王静怡 二等奖 

70 《山居秋瞑》 江油实验学校 邢杰灵 二等奖 

71 《古诗一首》 彰明中学 梁月 二等奖 

72 《古诗一首》 彰明中学 赵晓雨 二等奖 

73 《卜算子咏梅》 江油实验学校 何囿锌 二等奖 

74 《选临曹全碑》 江油实验学校 齐君豪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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