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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江 苏 省 委 宣 传 部 
江 苏 省 文 明 办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共 青 团 江 苏 省 委 
江 苏 省 妇 联 
江 苏 省 文 联 

 

苏宣通〔2019〕131 号 

 
 

关于公布“笔墨伴我成长”江苏省青少年 
书法大会入展作品名单的通知 

 
各设区市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

联、市文联：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青少年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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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传承学习和普及推广，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从小坚定文化

自信，争做时代新人，今年 4 月以来，省委宣传部、省文明

办、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省文联等部门共同举办了“笔

墨伴我成长”江苏省青少年书法大会，共征集学生和教师作

品 25494 件。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经初评、复评、终评，

共评选出学生组入展作品 170 幅、教师组入展作品 30 幅，现

将名单予以公布。 

希望各地各有关部门以此为契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广泛开展青

少年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教育活动，引导学生充分感受优秀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属感，争做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附件：“笔墨伴我成长”江苏省青少年书法大会入展作品

名单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 苏 省 文 明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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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教 育 厅         共青团江苏省委 

 

 

 

江 苏 省 妇 联          江 苏 省 文 联  

2019 年 11 月 28 日 

 



— 4 — 

附件： 

 
“笔墨伴我成长”江苏省青少年书法大会 

入展作品名单 
（共 200 幅，排名不分先后） 

 

学生组（170 幅） 

 

1、隶书《爱敬诚善》作者：羊天灿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六年级 

指导老师：刘妍 

2、行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者：杨洁瑜 

南京市赤壁路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苏杰 

3、隶书《爱我中华 歌颂祖国》作者：王俊皓 

徐州市泉山区求是小学一年级 

指导老师：马三力 

4、行书《厚德载物》作者：张伟 

泰州市大泗学校六年级 

指导老师：于立富 

5、行书《少年中国说节录》作者：陈思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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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苍梧中学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薛云生 

6、隶书《处事待人诚为本》作者：吴一凡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年级 

指导老师：张孟勤 

7、行书《徐特立家训》作者：刘鑫 

靖江市城中学校五年级 

指导老师：郑彬 

8、楷书《爱国锦言》作者：万梓轩 

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四年级 

9、楷书《三字箴言集锦》作者：朱越翔 

淮安市纪家楼实验学校初三年级 

指导老师：孙利亚 

10、隶书《知史爱国》作者：杨可及 

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小城中校区五年级 

指导老师：王明明 

11、楷书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作者：王艺诺 

无锡市立人小学四年级 

指导老师：杨波波 

12、隶书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作者：王宵洁 

泰州市高港实验学校初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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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张秋云 

13、行书《中华同心联》作者：丁博一 

常州市武进区实验小学四年级 

指导老师：孙琪 

14、楷书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作者：王琳越 

盐城市建湖高级中学高一年级 

指导老师：许明丽 

15、楷书《古诗二首》作者：王祥 

连云港市田家炳中学高三年级 

指导老师：刘建社 

16、楷书王冕《墨梅》作者：王晶皓 

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汤晓燕 

17、楷书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作者：王嘉刘 

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朱凤云 

18、篆书《弟子规节录》作者：王嘉荣 

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三年级 

指导老师：邱骥 

19、隶书《池畔书意》作者：卞梓瑜 

仪征市第三中学初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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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陶德静 

20、行书王安石《江上》作者：邓乐怡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三年级 

指导老师：陈墨 

21、隶书毛泽东《卜算子·咏梅》作者：邓浩然 

南京市燕子矶中学高一年级 

指导老师：王明茗 

22、隶书《古诗四首》作者：史怡然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学校六年级 

指导老师：陆樱樱 

23、楷书《唐诗三首》作者：卢佳琦 

苏州市太仓实验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周晓东 

24、行书刘禹锡《望洞庭》作者：冯爱文 

如皋市搬经镇初级中学初一年级 

指导老师：陈璋月 

25、楷书欧阳修《醉翁亭记节录》作者：司马可悦 

常州市外国语学校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邢敏村 

26、行书《唐诗二首》作者：吕可心 

南通市启秀中学初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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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行草书《古诗》作者：吕品榕 

邳州市明德中学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佟士委 

28、楷书杜牧《齐安郡晚秋》作者：朱艺轩 

常州市新北区汤庄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孙曙光 

29、楷书《张继诗一首》作者：朱益予 

宜兴市丁蜀镇陶都中等专业学校 1912 工艺美术班 

指导老师：周建明 

30、隶书《古琹名帖联》作者：朱晨熙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孙曙光 

31、篆书《远在尽刻联》作者：朱婧雯 

苏州市第十中学校金阊校区高一年级 

指导老师：李云刚 

32、楷书《兰亭序节录》作者：马铭赛 

宿迁市实验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尚静 

33、楷书文天祥《过零丁洋》作者：朱颖 

南通市第二中学高一年级 

34、行书《高山曲径联》作者：朱镁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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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市外国语学校六年级 

指导老师：郑彬 

35、隶书《古诗一首》作者：庄晰雅 

宜兴市丁山实验小学三年级 

指导老师：周建明 

36、楷书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作者：庄嘉晖 

连云港市师专一附小龙河校区三年级 

指导老师：郁冰 

37、行草书艾青《我爱这土地》作者：刘佳鑫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薛云生 

38、楷书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作者：刘小凡 

淮安市淮阴中学高二年级 

指导老师：王丹丹 

39、楷书王国维《人间词话》作者：刘文林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汤晓燕 

40、隶书《汉乐府·长歌行》作者：王姝涵 

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初一年级 

41、行书《青山绿水联》作者：刘逸 

海安市紫石中学初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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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张贤华 

42、楷书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刘颖奇 

徐州市绿地商务城青年路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王莉 

43、楷书《沈鹏诗三首》作者：王雨 

江阴市南闸实验学校六年级 

指导老师：金平 

44、楷书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节录》作者：江蕴瑶 

滨海县明达中学高三年级 

指导老师：许东宝 

45、楷书《七律》作者：汤苏瑶 

邳州市邳城镇中心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刘尧坤 

46、隶书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作者：许正涵 

江阴市暨阳中学初一年级 

指导老师：周渊 

47、隶书苏轼《题王逸少贴》作者：许迪 

盐城市八滩中学高三年级 

指导老师：范友伟 

48、楷书《爱国锦言》作者：沈家乐 

启东市南苑小学五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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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黄晓健 

49、隶书《无为集校笺选录》作者：孙一郝 

南京市浦口区实验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陆琪静 

50、隶书《王维诗二首》作者：孙语萱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孟现凯 

51、楷书毛泽东《沁园春·雪》作者：孙雨 

南通市港闸北城中学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徐泳洲 

52、隶书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作者：王乙茗 

泰州市凤凰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徐文圣 

53、行书《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作者：孙维奥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薛云生 

54、隶书《古诗十一首》作者：孙昕彤 

丹阳市实验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杨俊波 

55、隶书《弟子规节录》作者：苏天予 

南京市玄武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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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行书《晏几道词》作者：苏嘉禾 

连云港市解放路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戴敏 

57、隶书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作者：李沂恒 

宿迁市第一实验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梁磊 

58、隶书李白《月下独酌》作者：李雨妍 

南通市第一中学高二年级 

指导老师：周宏 

59、行书毛泽东《七律·长征》作者：李雨桐 

泰兴市济川初级中学初一年级 

指导老师：周丰 

60、楷书《周恩来总理诗一首》作者：李佩嘉 

苏州市高新区实验小学校三年级 

指导老师：陈墨 

61、行书《山居夏日》作者：李昀珂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初一年级 

指导老师：冯震 

62、行书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作者：李禹森 

扬州市翠岗中学初三年级 

指导老师：姜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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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行书李白《早发白帝城》作者：李梦瑶 

邳州市八义集初级中学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高玲 

64、行书李白《渡荆门送别》作者：李雯欣 

淮安市浦东实验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开桂莲 

65、隶书李白《清平调》作者：李紫缘 

宜兴市丁蜀镇东坡中学初一年级 

指导老师：周建明 

66、行书《读书写经联》作者：李鑫 

江阴市新桥中心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赵利东 

67、篆书《立德修身联》作者：王浩轩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四年级 

指导老师：巫毅华 

68、行书《爱国锦言》作者：杨旭晗 

连云港市建宁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薛云生 

69、草书《古诗一首》作者：杨若辰 

镇江中学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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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篆书《梁同书题三味书屋联》作者：王思尹 

滨海县明达中学高三年级 

指导老师：许东宝 

71、楷书《古诗三首》作者：王思源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指导老师：程妍 

72、隶书《书论选录》作者：吴尹琳 

海安市城东镇壮志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唐沈林 

73、隶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作者：吴刘锦 

建湖县实验小学北校区六年级 

指导老师：夏国镪 

74、楷书《毛主席诗词三首》作者：吴沛珊 

常州市钟楼区实验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施秋莹 

75、隶书《爱国锦言》作者：吴雨潞 

如东县曹埠初级中学初一年级 

指导老师：钱嵘 

76、行书《爱国锦言》作者：吴佳妮 

镇江市江滨实验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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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行书《扬善匡俗联》作者：吴承泽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初一年级 

指导老师：严春亚 

78、楷书李白《将进酒》作者：汪千涵 

宿迁市宿豫张家港实验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徐双燕 

79、楷书毛泽东《念奴娇·昆仑》作者：汪纯伊 

涟水县外国语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刘保 

80、楷书《古诗一首》作者：汪纯雨 

涟水县外国语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刘保 

81、行书《辛弃疾词二首》作者：沈庭仪 

常州市花园中学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汤培凤 

82、楷书《爱国锦言》作者：沈亦成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初一年级 

指导老师：樊志斌 

83、楷书陶渊明《桃花源记》作者：许雯茜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高一年级 

指导老师：杨铭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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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篆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者：沈嘉华 

无锡市第一中学高一年级 

指导老师：吴规划 

85、隶书毛泽东《七律·长征》作者：沈涵琦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淞泽校区四年级 

指导老师：金增龙 

86、隶书《李白诗一首》作者：沈筱冉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锁金分校初一年级 

指导老师：朱建军 

87、草书文天祥《金陵驿》作者：宋倩慧 

南京市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指导老师：郭洪豹 

88、隶书《韩愈诗一首》作者：张艾萱 

淮安市人民小学四年级 

指导老师：肖雅婧 

89、行书王维《送平澹然判官》作者：张玉姬 

南京市东山外国语学校初三年级 

指导老师：王海龙 

90、隶书《爱国锦言》作者：张乐姝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四年级 

指导老师：戴志松 



— 17 — 

91、隶书《孔稣碑》作者：王文砚 

南通市实验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季者 

92、楷书《古诗两首》作者：张紫琳 

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街校区四年级 

指导老师：顾炀 

93、楷书《三字经》作者：张弛 

盐城市腾飞路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刘长云 

94、隶书《古诗五首》作者：张宏伟 

连云港市田家炳中学高三年级 

指导老师：刘建社 

95、楷书《五言律诗》作者：张恩源 

阜宁县特殊教育学校五年级 

指导老师：夏虹艳 

96、行书杨蟠《熙春园》作者：张馨艺 

江阴市山观高级中学高二年级 

指导老师：王玉山 

97、楷书崔颢《长干曲》作者：陈子豪 

泰州市海军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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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楷书杜甫《春夜喜雨》作者：陈爽 

淮安市清江浦实验小学四年级 

指导老师：汤明 

99、行书《爱国锦言》作者：陈少奇 

淮安市纪家楼实验学校小学部六年级 

指导老师：孙利亚 

100、行书《李白诗句》作者：陈宏骁 

连云港市新海高级中学高二年级 

指导老师：薛云生 

101、隶书《辛弃疾词一首》作者：陈芮扬 

扬州市邗江中学高三年级 

指导老师：王磊 

102、行书苏轼《赤壁赋》作者：于馨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金坛分校初一年级 

指导老师：居云霞 

103、楷书《古诗一首》作者：陈妍 

泗阳县上海路中学初三年级 

指导老师：祁山红 

104、行书《唐诗绝句四首》作者：陈玫璇 

扬州市育才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姜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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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隶书《古诗两首》作者：陈昱周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中学初三年级 

指导老师：朱忠来 

106、篆书曹操《短歌行》作者：陈梓冉 

南京农业大学实验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李双利 

107、楷书《荀子劝学篇》作者：陈奥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张宇凌 

108、行书《古诗三首》作者：邵韵淇 

扬州市花园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姜忠明 

109、楷书《华夏神州联》作者：林轩君 

徐州市星光双语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秦妍妍 

110、隶书张衡《归田赋》作者：林晗 

淮安市淮阴中学高二年级 

指导老师：王丹丹 

111、楷书《爱国锦言》作者：林嘉怡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六年级 

指导老师：杨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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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行书《学海书山联》作者：金子强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薛云生 

113、楷书《古诗选录》作者：周笑羽 

常州市外国语学校初三年级 

指导老师：虞惠丽 

114、行书韩琦《北塘避暑》作者：季文轩 

南通市第一中学高三年级 

指导老师：周宏 

115、行书《古贤策论》作者：周泽群 

南通市如皋初级中学初三年级 

指导老师：张建军 

116、篆书《古诗二首》作者：周栩葭 

宜兴市丁蜀镇陶都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周建明 

117、行书《宋词五首》作者：周培悦 

常州市清谭中学初三年级 

指导老师：李星 

118、隶书《古诗》作者：郑白彤 

句容市开发区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许能俊 



— 21 — 

119、行草书《遇事与人联》作者：郑旭祺 

宝应县开发区国际学校初一年级 

指导老师：郑宏云 

120、行书《诗书风月联》作者：周子彧 

阜宁县特殊教育学校石子路校区六年级 

指导老师：夏虹艳 

121、行书刘安《淮南子节录》作者：郑宇希 

常州市钟楼区清潭实验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杨旭 

122、草书《古诗三首》作者：房海雅 

扬州市文津中学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吴丹 

123、行书《古诗数首》作者：赵珉熠 

镇江市第一外国语学校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黄立 

124、行书《宋词两首》作者：赵淞晏 

南京市中华中学高一年级 

指导老师：王海龙 

125、楷书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作者：赵翌新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辛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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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小楷《古诗选录》作者：屈楚涵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初一年级 

指导老师：周晓东 

127、隶书《古诗两首》作者：胡炜 

南通市韬奋小学三年级 

指导老师：陈学光 

128、篆书《书经道既联》作者：侯景曦 

宿迁市第一实验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梁磊 

129、行书文徵明《独乐园七咏》作者：施妤范 

海门市能仁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蔡欣 

130、楷书《临汉隶》作者：柳雨辰 

徐州市青年路小学新城区分校四年级 

指导老师：何珂 

131、楷书欧阳修《醉翁亭记节录》作者：段玉良 

镇江市实验学校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黄立 

132、楷书李白《早发白帝城》作者：姜玥臣 

徐州市铜山新区实验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郑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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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隶书《古诗四首》作者：洪子涵 

连云港市师专一附小四年级 

指导老师：李杰 

134、楷书苏轼《前赤壁赋》作者：祝晨辰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年级 

指导老师：施娟 

135、行书《词数首》作者：袁一弘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周晓芬 

136、行书陆游《醉中草书因戏作此诗》作者：袁玥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高三年级 

137、草书《古诗一首》作者：姚沛伦 

镇江市实验学校五年级 

指导老师：徐俊英 

138、行书元稹《赠刘采春》作者：莫丁涵 

常州市武进区星韵学校六年级 

指导老师：仇莉 

139、楷书《三字经选录》作者：原鸣卿 

徐州市风化街中心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李明辉 

140、隶书毛大瀛《枫桥夜泊》作者：顾昊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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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震泽中学高一年级 

指导老师：顾宇驰 

141、楷书《读书知古联》作者：钱思佑 

南通市崇川学校六年级 

指导老师：任美琴 

142、行书《古诗数首》作者：徐乔清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淞泽校区四年级 

指导老师：戴安娜 

143、楷书《古诗七首》作者：徐馨雨 

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化纤厂小学四年级 

指导老师：郑婉玉 

144、行书《宋词三首》作者：高暄颜 

扬州市邗江实验学校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姜忠明 

145、隶书《静赏剧谈联》作者：郭行峰 

高邮市东实小二年级 

指导老师：李富 

146、隶书《习近平总书记语》作者：唐子翔 

徐州市第一中学高二年级 

指导老师：张颖震 

147、楷书谢朓《出下馆》作者：曹君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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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张家港云盘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陆华 

148、楷书《李白诗一首》作者：曹景乔 

连云港新海实验中学延安校区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郁冰 

149、行书《古诗选抄》作者：梁洁 

沭阳县第二实验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葛毅 

150、隶书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梁家瑞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初一年级 

151、楷书《云树芸房联》作者：蒋聿 

常州市新北区中天实验学校初三年级 

指导老师：孙曙光 

152、楷书《爱国孝亲尊师重礼》作者：蒋雨轩 

靖江市外国语学校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郑彬 

153、篆书秦观《行香子树绕村庄》作者：曾彦 

宜兴市实验中学初二年级 

154、草书《怀素自叙帖》作者：蒋蕙如 

苏州高新区狮山实验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李鹏 



— 26 — 

155、行书曹植《洛神赋并序》作者：路轩枝 

南通市崇川学校五年级 

指导老师：任雪峰 

156、楷书《辛弃疾词一首》作者：游紫欣 

建湖县实验小学城南校区三年级 

指导老师：王迎春 

157、楷书《性唯言不联》作者：谢辰洋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实验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孙曙光 

158、隶书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作者：熊秋雅 

淮安市清河实验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徐婷 

159、楷书李白《早发白帝城》作者：缪欣辰 

南京市金陵小学五年级 

160、楷书陆游《游山西村》作者：潘子钰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中心小学四年级 

指导老师：邹燕、万景 

161、楷书陶潜《五柳先生传》作者：潘汇萱 

句容市开发区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朱国良 

162、隶书《古诗数首》作者：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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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初一年级 

指导老师：戴志松 

163、隶书杜甫《望岳》作者：潘彦墉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朱建军 

164、楷书《吟江阴诗三首》作者：薛若晗 

江阴市南闸实验学校六年级 

指导老师：金平 

165、行书《唐诗数首》作者：薛佩佳 

建湖县城南实验初中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王小双 

166、隶书王维《山居秋暝》作者：薛宗蔚林 

如东县实验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宗雯 

167、行草书《古文三篇》作者：衡一尘 

邳州市福州路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魏海哲 

168、楷书《陆游诗一首》作者：戴潇璇 

睢宁县实验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吴斌 

169、篆书《杜甫诗一首》作者：魏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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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初一年级 

指导老师：王珍 

170、篆书毛泽东《卜算子·咏梅》作者：糜芷珺 

常州市二十四中天宁分校初二年级 

指导老师：沈晓春 

 

教师组（30 幅） 

 

1、楷书曹植《洛神斌》作者：王娇 

淮安市新安小学新区分校 

2、行书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作者：刘红苗 

江阴市山观高级中学 

3、隶书《世说新语一则》作者：刘建社 

连云港市田家炳中学 

4、隶书《清心对联》作者：刘嘉 

海安市实验小学 

5、行书《前贤小品文数则》作者：孙利亚 

淮安市纪家楼实验学校 

6、行草书陈继儒《小窗幽记》作者：严春亚 

江阴市长泾实验学校 

7、行书《毛泽东诗一首》作者：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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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市实验小学 

8、楷书《论语节选》作者：杨铭妍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9、楷书欧阳修《醉翁亭记》作者：张用惠 

宿迁市宿豫区豫新小学 

10、楷书《兰亭集诗》作者：陈平 

泰兴市鼓楼小学 

11、隶书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者：陈学光 

南通市韬奋小学 

12、行楷书王勃《滕王阁序》作者：周波 

南京市实验国际学校小学二部 

13、草书《张耒诗一首》作者：郑宏云 

宝应县开发区鸿运书院 

14、草书《苏东坡书论数则》作者：赵长亮 

响水县黄圩中学 

15、楷书《中庸节录》作者：胡春生 

南京市江宁九翰艺术培训 

16、草书温庭筠《南湖诗》作者：姜苏海 

淮安市洪泽区实验小学 

17、隶书韩愈《师说》作者：胥亚东 

东台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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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楷书《人间词话选录》作者：秦芳 

连云港市赣榆区华杰双语学校 

19、楷书《古文三篇》作者：顾成美 

沭阳县庙头中心小学 

20、行书《七言一首》作者：顾凯 

常州市新北区安家中心小学 

21、小楷刘勰《文心雕龙》作者：钱丽君 

无锡市江阴高新区山观实验小学 

22、草书《圣教序节录》作者：高辉 

启东市左军书法工作室 

23、行书高濂《四时幽赏录节录》作者：郭雯 

南京市中山小学 

24、草书《仁义温良联》作者：陶春 

镇江日报社 

25、篆书《诚信文》作者：梅祖琴 

无锡市江阴城西中心小学 

26、草书《孤独有味——读祝勇散文有感》作者：葛莹 

江阴市初级中学 

27、行书《海岳名言节录》作者：程娟 

沭阳县南湖小学 

28、行书郑板桥《偶成》作者：谢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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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兰陵中学 

29、行草书王安石《上时政疏》作者：翟洪域 

涟水县滨河学校 

30、草书《唐诗数首》作者：戴志松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