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年“工美杯”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大赛获奖名单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工艺类别 设计者 制作者 作品所属单位

1 金奖 百年黄河颂 玉器 宋建国、李彦明 魏振华、李彦明
北京功崇业广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2 金奖 碧泓雲想～青绿山水福寿绵延 刺绣 毕红 毕红
北京素心锦尚服装服饰有限公
司

3 金奖 碧空青峰 花丝镶嵌 赵云亮 赵云亮
北京赵云亮细金坊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4 金奖 持珠观音 玉器 李洪 李洪 北京了凡造像艺术有限公司

5 金奖 春夏秋冬 其他工艺美术类 韩司宇 韩司宇 个人

6 金奖 翡翠唐卡 玉器 崔奇铭、崔楠 王世光、靳义青、马玉龙
北京奇石铭刻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7 金奖 《红鹦鹉》胸针 花丝镶嵌 于春霞 于春霞 于春霞大师工作室

8 金奖 花熏 玉器 万帅兵 万帅兵 万帅兵个人工作室

9 金奖 金鸡永固 景泰蓝 李克、韩振山 李克
北京铭客诚景泰蓝工艺品有限
公司

10 金奖 金髹《华露春秋》四扇屏风 金漆镶嵌 万紫 马腾 个人

11 金奖 京趣 玉器 王希伟 张辽宇 王希伟大师玉雕工作室

12 金奖 “开元盛世”朱泥壶 艺术陶瓷类 卢培鑫 卢培鑫 北京华圻艺术科技有限公司

13 金奖 刻花“一路富贵” 瓷器 陈烈汉 陈烈汉 个人

14 金奖 乐舞云间熏香炉 花丝镶嵌 袁长君 袁佳君子
北京博艺源工艺美术品有限公
司

15 金奖 灵猴献寿 陶器 沈云兰 沈云兰 北京云兰艺坊工艺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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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工艺类别 设计者 制作者 作品所属单位

16 金奖 《密林深处》 艺术陶瓷类 丁易名 丁易名 个人

17 金奖
掐丝珐琅画---白云生处有人
家

其他工艺美术类 黄小群、陈方程 黄小群、陈方程 北京九合坊技术开发中心

18 金奖
掐丝珐琅《郎世宁-仙萼长春
图-樱桃》腕表

景泰蓝 李静、申震
张珊硕、赵楠、吴琪宇、
林建、申震

北京市贲泰珐琅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19 金奖 千里江山 瓷器 李宁 李宁 北京东方明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20 金奖 《千秋无绝色  悦目是佳人》 其他工艺美术类 马燕平 马燕平、王梦雨 北京舞秀锦绢塑文化有限公司

21 金奖 靑白玉《平安吉庆双链瓶》 玉器 魏松松 魏松松
北京玉尊源玉雕艺术有限责任
公司

22 金奖 秋山春生万字瓶 雕漆 王艳平、殷秀云 王艳平、王新 北京殷秀云漆艺文化有限公司

23 金奖
全国脱贫攻坚及全国抗疫系列
表彰

首饰
冯超、宋玉、常燕、姜
悦、白雪飘

杨曦、张思宇、岳琳杰、
陈家琦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中心

24 金奖 四季山水 其他工艺美术类 黄鹏 黄鹏 个人

25 金奖
《松风雅集图》金丝楠木独板
雕刻壁画

木雕 于和勤、宗德昌 于和勤、宗德昌 北京和义兴髹饰艺术有限公司

26 金奖 太子佛 玉器 李春珂 王伟
北京市正德东奇珠宝有限责任
公司

27 金奖 剔红古铜纹方瓶 雕漆 杜强、薛世文 薛世文、王勇
满建民漆雕文化发展（北京）
有限公司

28 金奖 剔红云龙纹条案 雕漆 李志刚、李根 李根、吴书利
北京李志刚雕漆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29 金奖 铜胎掐丝珐琅夔龙纹壶式花插 景泰蓝 金鑫 金鑫
金氏景泰蓝艺术（北京）有限
公司

30 金奖 脱胎剔红文殊普贤福寿莲瓶 雕漆 文乾刚
文乾刚、马广建、赵晓磊
、张新

文乾刚

31 金奖 《万福合运》黄金莲花碗 花丝镶嵌
刘薇、吴志强、李佳儒
、温心语

张佳、王申、赵安迪 北京工美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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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工艺类别 设计者 制作者 作品所属单位

32 金奖 王者之风 其他工艺美术类 曾红威 曾红威 北京百嘉荣绘工艺品有限公司

33 金奖 维摩演教图 牙雕 陈亚军 陈亚军 北京象牙雕刻厂有限责任公司

34 金奖
小叶紫檀有束腰雕龙纹大罗汉
床

传统硬木家具 刘更生 刘更生、王文光、张洪振
北京市龙顺成中式家具有限公
司

35 金奖 银花丝镶嵌故宫角楼 花丝镶嵌 李淑棉、熊士华 于锡铂、张志光
北京雅艺细金文化有限责任公
司

36 金奖 《有凤来仪-凤冠套装》 花丝镶嵌 吴燕 苑平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
美黄金分公司

37 金奖 《渔家乐》 牙雕 胡北 胡北 北京象牙雕刻厂有限责任公司

38 银奖
18K金花丝镶嵌婚嫁如意锁 
——《天降鸿福》

花丝镶嵌 吴岩岩 吴岩岩、张永勇 曾建中大师工作室

39 银奖 八仙过海 牙雕 曹海姣 曹海姣 北京象牙雕刻厂有限责任公司

40 银奖 白玉薄胎瓶 玉器 萧斌 刘卫国 北京工艺懋隆贸易有限公司

41 银奖 白玉卷筒 其他工艺美术类 石宏峰 夏小荣 北京工艺懋隆贸易有限公司

42 银奖 《抱月赏瓶》 雕漆 王建明、马红芹
王建明、李根、张嘉伟、
李月

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

43 银奖 北京宫廷唐卡－阿弥陀佛 其他工艺美术类 石益 石益
五色互益（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44 银奖
碧泓雲想～梅兰竹菊 君子以
期

刺绣 毕红 毕红
北京素心锦尚服装服饰有限公
司

45 银奖 碧玉福禄寿如意 玉器 王燕波 王燕波、翟三顺 北京珏盛堂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46 银奖 《长寿三尊》 雕漆 马宁 马宁 北京继古雯风文化艺术中心

47 银奖 《盛世繁花》京绣礼服 刺绣 田丽 田丽
京华绣丽（北京）文化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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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工艺类别 设计者 制作者 作品所属单位

48 银奖 盛世泰瓶 花丝镶嵌 赵安迪 赵安迪 个人

49 银奖
传统工艺湖水绿雕刻瑞鹤呈祥
套组

瓷器 宋金洋、吴瑾路 邹剑峰、谭根宝 北京宝瓷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50 银奖 《大海的精灵》红珊瑚项坠 花丝镶嵌 于春霞 于春霞 于春霞大师工作室

51 银奖 大美祖国山河秀 其他工艺美术类 杨淑林 杨淑林 个人

52 银奖 大漆描金扇箱 其他漆器 常军 王立超、杨晓东 北京立超扇子艺术有限公司

53 银奖 雕漆—伯牙鼓琴图 雕漆 时林 时林 个人

54 银奖 《对镜梳妆》 其他工艺美术类 马燕平 马燕平 北京舞秀锦绢塑文化有限公司

55 银奖 翡翠白菜摆件 玉器 王建 吴志强
北京玉尊源玉雕艺术有限责任
公司

56 银奖 风调雨顺笔筒 牙雕 白书建 白书建 个人

57 银奖 浮雕花鸟纹顶箱柜 传统硬木家具 谢勇、田燕波 谢勇 北京儒匠传奇家具有限公司

58 银奖 福寿尊 景泰蓝 熊松涛、熊霖林 熊松涛 北京市通县靛庄花丝厂

59 银奖 关公 玉器 万帅兵 万帅兵 万帅兵个人工作室

60 银奖 《国色牡丹》刺绣画 刺绣 宋雪萍 宋雪萍
千绣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
司

61 银奖 和平盛世链子对瓶 玉器 郭海成 马春艳、刘淑凤 盛世达玉器厂

62 银奖 红漆雕填花卉纹菊瓣式盘 金漆镶嵌 庄凤飞 张海龙
北京燕京八绝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63 银奖 《华夏同尊》 花丝镶嵌 郭鸣、冯延明、冯超 程淑美、宋世义
北京工美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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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工艺类别 设计者 制作者 作品所属单位

64 银奖 金丝楠木西洋花扶手椅 传统硬木家具 于和勤、宗德昌 于和勤、宗德昌 北京和义兴髹饰艺术有限公司

65 银奖 金髹《荷塘卢燕图》漆盒 金漆镶嵌 万紫 马腾 个人

66 银奖 京剧盔胎脸谱《闹天宫》之一 其他工艺美术类 杨东海 杨东海
北京玉海腾龙文化艺术有限责
任公司

67 银奖 精彩瞬间 玉器 王希亮 王希亮 王希伟技能工作室

68 银奖 精工矫嵌屏风《韶山》 金漆镶嵌 柏群 王学兵、杨港 北京金漆镶嵌有限责任公司

69 银奖 景泰蓝《祥龙聚宝薰》 景泰蓝 张旭 张旭
北京禄展铭盛文化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70 银奖 菊黄蟹肥时 玉器 崔奇铭、崔楠 王世光
北京奇石铭刻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71 银奖 刻瓷作品《大道光明》 瓷器 周晓明 周晓明 威尔尚（北京）陶瓷有限公司

72 银奖
《老叟与童子》系列作品。包
括：一、叟童乐；二、教诲；
三、老子出关。

其他工艺美术类 金耀华 金耀华
国家发改委老干部大学绮练嵌
塑工作室

73 银奖 链瓶 玉器 张树林 张树林
北京陋石雕刻责任文化有限公
司

74 银奖 《龙凤呈祥》錾刻赏盘 花丝镶嵌 杨锐 覃镇蓉
鱼禾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
司

75 银奖 龙腾瑞霭   凤舞祥天 刺绣 金馨、刘岩松
金馨、刘岩松、于美英、
赵雪茹、井月霞、刘鹏展

个人

76 银奖 龙椅宝座 花丝镶嵌 陈令勇、常宽 陈令勇 北京东方艺珍花丝镶嵌厂

77 银奖 卤煮火烧 其他雕塑 姚晓静 姚晓静
北京泥人张艺术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78 银奖 绿水青山鉴 景泰蓝 曾洁 曾洁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79 银奖 《木兰秋狝》恰克图双马 景泰蓝 秦思 马思芳、尤艺杰、马维胜 北京工美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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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工艺类别 设计者 制作者 作品所属单位

80 银奖 内画《八十七神仙卷》 其他工艺美术类 王志江 王志江
北京叶习千秋工艺美术品有限
公司

81 银奖 扭转乾坤 瓷器 陈烈汉 陈烈汉 个人

82 银奖 齐天大圣 其他工艺美术类 王学文 王学文 北京兰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3 银奖 掐丝珐琅《叙 》腕表 景泰蓝 张珊硕
张珊硕、赵楠、吴琪宇、
林建、申震

北京贲泰珐琅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

84 银奖 《上善若水》 玉器 徐瑞卿 徐瑞卿 北京卿云艺术品有限公司

85 银奖 《升腾》香薰 花丝镶嵌 霍凯杰 袁佳君子 个人

86 银奖 《世纪荣光》 景泰蓝 钟连盛 朱景优 北京艺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87 银奖 四方山水人物窝角盒 雕漆 杨硕 杨之新 北京新月明古斋雕漆

88 银奖 松山对弈图 其他工艺美术类 黄涛 黄涛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市民活动
中心

89 银奖 《剔红瓜瓞图捧盒》 雕漆 张效裕 张效裕、王保罗、邢星
北京贡元堂漆艺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90 银奖 剔红文人雅士图套盒 雕漆 朱江 朱江
北京博雅艺轩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91 银奖 脱贫 玉器 王希伟 田其武
北京王希伟玉雕艺术有限责任
公司

92 银奖 文风宋韵 景泰蓝 徐思庆 徐思庆 北京市通县靛庄花丝厂

93 银奖 《溪山幽居图》 瓷器 罗振平 罗振平 北京柏瑞诗顿商贸有限公司

94 银奖 新彩博古四条屏 仿古瓷器 杨雪 杨雪
居仁堂京瓷（北京）文化有限
公司

95 银奖 杏福时光系列一-青春之歌 艺术陶瓷类 丁易名 丁易名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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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工艺类别 设计者 制作者 作品所属单位

96 银奖 旭日东升 石雕 郑道松 郑道松 北京石景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7 银奖 “逸香”朱泥壶 陶器 卢培鑫 卢培鑫 北京华圻艺术科技有限公司

98 银奖 银镀金摆件《岁寒三友》 花丝镶嵌 曾建中 曾建中 曾建中大师工作室

99 银奖 银镀金“云龙凤仪”赏盘 花丝镶嵌 董瑞京、李鹏跃 李鹏跃 北京韶韵九音文化在有限公司

100 银奖 永定瑞兽 其他雕塑 董宁 董宁
北京董陶窑陶瓷制作技术研究
所

101 银奖 有凤来仪 花丝镶嵌 刘春庆 刘春庆
东方艺珍花丝镶嵌厂张春源大
师工作室

102 银奖 《园冶》 工艺玻璃类 刘玉宾 刘玉宾 个人

103 银奖 云楼书画雕漆屏风 雕漆 殷秀云、王慧茹 王慧茹、赵海伟 北京漆韵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04 银奖 錾刻浮雕牡丹卷草纹提篮 蒙镶錾雕 曹宇 曹宇 北京明日商业有限公司

105 银奖
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北京
2022年冬奥会纪念”徽章

其他工艺美术类 汤琳 汤琳 北京华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106 银奖 中华画舫 木雕 鲁智伟 鲁智伟 个人

107 银奖 妆靓仕女 牙雕 李俊成 张勇 个人

108 铜奖 15寸景雕九凤盘 景泰蓝 王书英 王永安
北京汉艺煌景泰蓝工艺品有限
公司

109 铜奖
《Plug in 插电世界》·《
Machinery factory 机械工厂
》·《On the way 街道穿梭

其他漆器 贾若 贾若 个人

110 铜奖 白玉度母 玉器 宋治国 宋治国
北京鸿玉珍宝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111 铜奖 百鸟朝凤富贵昌隆茶具套组 蒙镶錾雕 曹宇、沙海宗 曹宇、沙海宗
北京悦心山房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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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工艺类别 设计者 制作者 作品所属单位

112 铜奖 《百鸟朝凤图》 刺绣 关雅洁、李双君
李双君、景一岚、程付萍
、王欣妮、王锐、化瑞颖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轻工分
院）

113 铜奖 半球形祥龙出海掐丝珐琅腕表 其他工艺美术类 李杨
杨勇、李杨、李鹏、胡轶
欣

孔氏（北京）国际钟表有限责
任公司

114 铜奖 北京宫廷唐卡—财宝天王 其他工艺美术类 石益 石益
五色互益（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115 铜奖 《奔月》 玉器 李博生、李清元 章博文 北京李博生工作室

116 铜奖 碧泓雲想～春华秋实安居乐业 刺绣 毕红 毕红
北京素心锦尚服装服饰有限公
司

117 铜奖 碧泓雲想～福瑞吉祥踏云来 刺绣 毕红 毕红
北京素心锦尚服装服饰有限公
司

118 铜奖 缠枝莲桃花纹赏瓶 景泰蓝 衣福成 衣福成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119 铜奖 盛世繁华 木雕 鲁智伟 鲁智伟 个人

120 铜奖 盛世岁朝图 刺绣 刘晓燕 刘晓燕、贺迎军、阚育新 北京诚衣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121 铜奖 （ 盛世中华） 瓷器 李宁 李宁 北京东方明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122 铜奖 《吹箫引凤》 牙雕 李茜 李茜 北京象牙雕刻厂有限责任公司

123 铜奖 春山入画图雕漆砚台盒 雕漆 王慧茹 王雨彤 北京漆韵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24 铜奖 大国雄风 景泰蓝 丁晓飞 丁晓飞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125 铜奖
雕刻矾红如意壶和龙凤呈祥对
杯套装

瓷器 吴瑾路、宋金洋 谭根宝、邹剑峰 北京宝瓷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26 铜奖
雕漆传统工艺红地雕刻香道五
件套

雕漆 宋金洋、吴瑾路 邹剑峰、谭根宝 北京宝瓷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27 铜奖
雕漆剔彩-中华医药之药王孙
思邈

雕漆 时林 时林 个人

- 10 -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工艺类别 设计者 制作者 作品所属单位

128 铜奖 蝶恋花高浮雕花镀银盘 蒙镶錾雕 张剑堃 张剑堃 张永宽工作室

129 铜奖
多种工艺结合摆件《吉祥如意
、福禄万代》

花丝镶嵌 曾建中 曾建中 曾建中大师工作室

130 铜奖 繁华蝶舞 景泰蓝 熊松涛、熊霖林 熊松涛 北京市通县靛庄花丝厂

131 铜奖 仿明代法剑 其他工艺美术类 周晓初 周晓初 北京继古雯风文化艺术中心

132 铜奖 飞天 首饰 赵环宇 赵环宇、王伟
北京正德东奇珠宝有限责任公
司

133 铜奖 翡翠花篮 玉器 郭海成 马春艳、刘淑凤 北京市桂通玉器厂

134 铜奖 翡翠子母瓶 玉器 刘淑凤、郭海成 刘淑凤、郭海成 北京盛世达玉器厂

135 铜奖 粉彩雪景 瓷器 张丽滨 张丽滨 个人

136 铜奖 《凤舞鸾歌》 景泰蓝 张颖 张颖
北京禄展铭盛文化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137 铜奖 《福安》錾刻银壶 花丝镶嵌 杨锐 李会妮
鱼禾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
司

138 铜奖 福运寅虎 刺绣 刘晓燕 刘晓燕 北京诚衣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139 铜奖 复活的军团 其他雕塑 鲁智伟 鲁智伟 个人

140 铜奖 歌唱共产党，歌唱新中国 其他工艺美术类 谭俊举 谭俊举 个人

141 铜奖 《观鱼游》花丝镶嵌摆件 花丝镶嵌 王雪、霍凯杰 宋海雯、王京晶 个人

142 铜奖 逛北京庙会～观灯 其他工艺美术类 徐阳 徐阳 京城百工坊徐阳剪纸工作室

143 铜奖 黑漆断纹真金花鸟顶箱柜 金漆镶嵌 米春雷 米春雷、简双伟 北京金漆镶嵌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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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工艺类别 设计者 制作者 作品所属单位

144 铜奖 红酸枝百宝嵌花鸟顶箱柜 传统硬木家具 魏军 王燕辉 北京工艺懋隆贸易有限公司

145 铜奖 鸿雁和谐 景泰蓝 徐思庆 徐思庆 北京市通县靛庄花丝厂

146 铜奖 《花合四季》提梁盒 牙雕 何娜 何娜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文
化创意分公司

147 铜奖 花丝百宝盘 花丝镶嵌 张春源 张春源 张春源大师工作室

148 铜奖 黄雀在后 玉器 张树林 张树林
北京陋室雕刻文化有限责任公
司

149 铜奖 吉虎瑞瑞 其他工艺美术类 胡鹏飞 胡鹏飞
北京汉祖恒晟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150 铜奖 金丝楠木香几 传统硬木家具 于和勤、宗德昌 于和勤、宗德昌 北京和义兴髹饰艺术有限公司

151 铜奖 金髹《春曜芳华》屏风 金漆镶嵌 胡昕、杨港 石燕玲、侯雪 北京金漆镶嵌有限责任公司

152 铜奖 京剧盔胎脸谱《闹天宫》之二 其他工艺美术类 杨东海 杨东海
北京玉海腾龙文化艺术有限责
任公司

153 铜奖 精品雕漆折扇 雕漆 郑高、殷秀云 郑高、殷秀云 北京扇子艺术协会

154 铜奖 九龙闹海书卷缸 雕漆 王慧茹 崔秀琴、王慧茹 北京漆韵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55 铜奖 菊花纹捧盒 雕漆 王晓爽 王晓爽、周凤华
满建民漆雕文化发展（北京）
有限公司

156 铜奖 《开天辟地》 牙雕 胡北 胡北 北京象牙雕刻厂有限责任公司

157 铜奖 刻瓷作品《仙山楼阁悠自在》 瓷器 周晓明 周晓明 威尔尚（北京）陶瓷有限公司

158 铜奖 老北京毛猴《家和万事兴》 其他工艺美术类 林凤梅 林凤梅
北京匏艺轩文化艺术产业有限
公司

159 铜奖 莲年有鱼 景泰蓝 聂宇麟 王华妹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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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工艺类别 设计者 制作者 作品所属单位

160 铜奖 六祖弘法图* 其他工艺美术类 黄涛 黄涛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市民活动
中心

161 铜奖 隆延昌祚 刺绣 金馨 金馨、于美英
北京花喜绣艺术品有限责任公
司

162 铜奖 《禄星》 玉器 李春柯 徐瑞卿 北京卿云艺术品有限公司

163 铜奖 梦回永乐宫 金漆镶嵌 孙晓岭 孙晓岭、李兰君、韩睿
北京君领传承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164 铜奖
梦系列丝巾（竹香入梦 春归
惊梦 梦萦敦煌）

印染 杨梓 杨梓 北京工业大学

165 铜奖 明式  霸王枨翘头案 传统硬木家具 林国水 林国水
北京九牧林氏古典家具有限公
司

166 铜奖 《摩羯降福》錾刻赏盘 花丝镶嵌 杨晋 杨晋
鱼禾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
司

167 铜奖 牧童；丰硕 其他工艺美术类 谢珊珊 谢珊珊、谢珊珊 北京工艺美术厂（原工美人）

168 铜奖 内画鼻烟壶—百子图 其他工艺美术类 姚桂新 姚桂新 个人

169 铜奖 年年有余柴烧宝瓶茶器 陶器 沈云兰 沈云兰 北京云兰艺坊工艺品店

170 铜奖 《蓬莱仙境》雕漆屏风 雕漆 冯超、白雪飘、潘志涛
张思宇、虞君畅、王硕、
刘楠、海燕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中心

171 铜奖 掐丝珐琅《南湖胜境》腕表 景泰蓝 钟连盛
申震、张珊硕、赵楠、吴
琪宇、林建

北京贲泰珐琅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

172 铜奖 掐丝珐琅《竹林密语》腕表 景泰蓝 申震
申震、张珊硕、赵楠、吴
琪宇、林建

北京贲泰珐琅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

173 铜奖 《千里江山一壶茶》 景泰蓝 朱景优 朱景优 北京艺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74 铜奖 瑞虎 其他雕塑 韩金峰 韩金峰 中国美术馆

175 铜奖 瑞兆升 景泰蓝 聂宇麟 张曦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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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工艺类别 设计者 制作者 作品所属单位

176 铜奖 山水小景摆件 雕漆 赵迪 赵迪、周凤华 个人

177 铜奖 《生长》系列胸针 首饰 赵恺月 高兴 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

178 铜奖 《生肖印钮》 牙雕 王婕宇 王婕宇 个人

179 铜奖 《守望》 瓷器 王媛 王媛、连娇娇 北京工贸技师学院

180 铜奖 《寿同五岳》漆盒 金漆镶嵌 米春雷 米春雷、简双伟 北京金漆镶嵌有限责任公司

181 铜奖 书香赋 其他金属工艺 宋志国 宋志国
北京超宇信德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182 铜奖 丝路花语 花丝镶嵌 冯超、盛洁 宋玉、姜悦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中心

183 铜奖 丝路倩影 玉器 王毅 王毅
东方神韵（北京）艺术品有限
责任公司

184 铜奖 四季福禄 雕漆 李姝仪、王建明 李姝仪、王建明、孔令志 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

185 铜奖 《松荫醅酒》双面绣台屏 刺绣 宋雪萍 宋雪萍
千绣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
司

186 铜奖 剔彩山水人物匏器（组） 雕漆 朱江 朱江
北京博雅艺轩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187 铜奖 剔红禅椅 雕漆 李志刚、李根 李根、吴书利
北京李志刚雕漆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188 铜奖 仿制《剔红花篮盘》 雕漆 – 王艳平 北京殷秀云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189 铜奖 提梁卣 玉器 陈平源 陈平源 个人

190 铜奖 《天宫·中国航天金钥匙》 花丝镶嵌 程淑美、李东 程淑美 中国航天博物馆

191 铜奖 庭前菊 玉器 李可 李可 北京市玉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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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铜奖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狮耳香
炉

景泰蓝 金鑫 金鑫
金氏景泰蓝艺术（北京）有限
公司

193 铜奖 铜胎掐丝珐琅象耳炉 景泰蓝 金鑫 金鑫
金氏景泰蓝艺术（北京）有限
公司

194 铜奖 《万福百花图》 其他工艺美术类 朱雨桐、郭巍 朱雨桐、郭巍
北京本然造物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195 铜奖 微刻山水套扇 牙雕 常军 白书建 个人

196 铜奖 《唯爱》 其他工艺美术类 胡玲 胡玲
玲玲工坊（北京）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197 铜奖 文明之路 陶器 沈云兰 沈云兰 北京云兰艺坊工艺品店

198 铜奖 文殊菩萨 牙雕 李玉华 李玉华 李玉华·

199 铜奖 无量寿佛：（坛城） 玉器 王建宝 王建宝、潘国营
北京玉品天承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200 铜奖 小叶紫檀扇面桌 传统硬木家具 傅军民 傅军民 北京宣明典居古典家具厂

201 铜奖 鸭尊 玉器 陈平源 陈平源 个人

202 铜奖 一樽江月 花丝镶嵌 吴国滨 吴国滨 个人

203 铜奖 于归 花丝镶嵌 张萌 张萌 个人

204 铜奖 《远方》 艺术陶瓷类 丁易名 丁易名 个人

205 铜奖 《螽斯振羽》 牙雕 何娜 何娜 北京工美艺术研究院

206 铜奖 钟声平安.珐琅平顶四明钟 其他工艺美术类 张德宝、秦世明 马先明、张德宝
北京德维盛世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207 铜奖 钟声平安.珐琅亭式八音钟 其他工艺美术类
张德宝、秦世明、刘永
森

马先明、张德宝
北京德维盛世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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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铜奖 《筑梦丝路》景泰蓝提梁壶 景泰蓝 李佳儒
贾亦显、王申、温心语、
吴志强

北京工美艺术研究院

209 铜奖 子孙万代 玉器 刘春明 刘春明 个人

210 铜奖 紫檀壸门马蹄腿带托泥香几 传统硬木家具 傅军民 傅军民 北京宣明典居古典家具厂

211 铜奖 紫檀中堂 传统硬木家具 吴海峰 王文光、张云希、张洪振
北京市龙顺成中式家具有限公
司

212 铜奖 自在观音 牙雕 李杨 李杨 个人

213 优秀奖 8寸剔彩福字捧盒 雕漆 王慧茹 赵海伟、刘楠 北京漆韵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14 优秀奖 八宝抱月瓶 金漆镶嵌 米春雷 米春雷、简双伟
北京燕京八绝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215 优秀奖 白衣观音 其他工艺美术类 唐燕 唐燕 北京唐人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16 优秀奖 百宝嵌绢花《百寿图》挂屏 金漆镶嵌 柏群、高云 柏群、高云
北京燕京八绝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217 优秀奖 百宝嵌紫檀平安如意方盒 金漆镶嵌 刘军、范文宣 刘军、范文宣 北京鑫漆源工艺品有限公司

218 优秀奖 百宝嵌紫檀硕果累累笔筒 金漆镶嵌 刘军、范文宣 刘军、范文宣 北京鑫漆源工艺品有限公司

219 优秀奖
半球形凤戏牡丹黄金掐丝珐琅
腕表

其他工艺美术类 李杨 李杨、杨勇、李鹏
孔氏（北京）国际钟表有限责
任公司

220 优秀奖
碧泓雲想～古今相鉴 叶
（业）茂花繁

刺绣 毕红 毕红
北京素心锦尚服装服饰有限公
司

221 优秀奖 碧秀菁华 玉器 王正、梁锴琦 夏小荣
北京市圣雅诗进出口有限责任
公司

222 优秀奖 碧玉番座炉 玉器 郭海成 樊德明 个人

223 优秀奖 不忘初心――往事（烙画） 其他工艺美术类 谢珊珊、谢珊珊 谢珊珊、谢珊珊 北京工艺美术厂（原工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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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优秀奖 步步生莲 景泰蓝 王晶、王晶 王晶、王晶
北京禄展铭盛文化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225 优秀奖 彩蝶马甲 刺绣 吴兰春 吴兰春、贺迎军、刘晓燕 个人

226 优秀奖
藏传佛教：观音菩萨，释迦摩
尼佛

玉器 王建升 王建升 北京淑玉轩艺术有限公司

227 优秀奖 螭龙刻刀罐 瓷器 李可明 李可明 个人

228 优秀奖 春日盛装坐虎兔儿爷 其他工艺美术类 胡鹏飞、贾亚州 胡鹏飞、贾亚州
北京汉祖恒晟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229 优秀奖
《大美大艺·荣曜同禄》景泰
蓝座屏

景泰蓝 王家飞、杨佳毅 张同禄、李春柯
北京光彩无限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230 优秀奖 《大漆雕填四方窝角凳》 其他漆器 袁媛 王宝平 北京溪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31 优秀奖 大漆堆鼓描金山水图 其他漆器 刘旭光 刘旭光 北京继古雯风文化艺术中心

232 优秀奖 大漆鸟笼 其他漆器 任彬 任彬 个人

233 优秀奖 大运河 其他工艺美术类 黄鹏 黄鹏 个人

234 优秀奖 丹凤宝冠 花丝镶嵌 赵云亮 赵云亮
北京赵云亮细金坊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235 优秀奖 道法自然 玉器 杨鸿 杨鸿 北京鸿叶玉艺珠宝有限公司

236 优秀奖 《得大自在》 玉器 李清元 李清元 北京李博生工作室

237 优秀奖 蝶舞 其他工艺美术类 关方 金馨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

238 优秀奖 鼎吉盛世 景泰蓝 陈宸 陈宸 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

239 优秀奖 冬奥·玉如意 玉器 胡巍资 史永山 北京工美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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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优秀奖 豆绿釉四羊方尊 瓷器 李可明 李可明 北京汝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41 优秀奖 敦煌古道 玉器 王希亮 王希亮 王希伟技能工作室

242 优秀奖 多子多福酒具 蒙镶錾雕
张剑堃、穆怀玉、李鹏
跃

张剑堃、穆怀玉、李鹏跃
遵化市蟠龙金属工艺品有限公
司

243 优秀奖 二龙戏珠大捧盒 雕漆 杨硕 杨之新 北京新月明古斋雕漆

244 优秀奖 仿故宫藏清代吉礼随侍骲箭 其他工艺美术类 周晓初 周晓初 北京继古雯风文化艺术中心

245 优秀奖 粉彩繁花似锦赏瓶 仿古瓷器 杨雪 杨雪 个人

246 优秀奖 风调雨顺 其他工艺美术类 朱海阳 朱海阳 北京朱海阳工艺品店

247 优秀奖 《风雅之色》 首饰 马宇婷 马宇婷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中心

248 优秀奖 凤祥麟瑞储物罐 蒙镶錾雕 曹宇、沙海宗 曹宇、沙海宗
北京悦心山房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249 优秀奖 福猴献寿 牙雕 孙宁 孙宁 北京象牙雕刻厂有限责任公司

250 优秀奖 福寿齐天桃形捧盒 雕漆 闫浩 闫浩 个人

251 优秀奖 福寿如意 玉器 赵琦 石颖 北京琦缘玉品设计工作室

252 优秀奖 福寿如意链子瓶 玉器 郭海成 马春艳 盛世达玉器厂

253 优秀奖 福寿双全花镀银盘 蒙镶錾雕 张永宽 张永宽 张永宽工作室

254 优秀奖 《腹有诗书气自华》 其他工艺美术类 金耀华 金耀华
国家发改委老干部大学绮练嵌
塑工作室

255 优秀奖 古彩花鸟天球瓶 仿古瓷器 杨雪 杨雪
居仁堂京瓷（北京）文化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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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优秀奖 《鼓舞中国》 景泰蓝 钟连盛 朱景优 北京艺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57 优秀奖 海天一色 艺术陶瓷类 丁易名 丁易名 个人

258 优秀奖 和 汉风 景泰蓝 徐思庆 徐思庆 北京市通县靛庄花丝厂

259 优秀奖 和田青玉——错金嵌宝壶 玉器 李朋成 李朋成 北京痕玉文化有限公司

260 优秀奖 鹤鸣永盛 刺绣 金馨 金馨、赵雪茹
北京花喜绣艺术品有限责任公
司

261 优秀奖 红漆描金龙纹方胜式盒 金漆镶嵌 刘军、陈柏华 刘军、陈柏华 北京鑫漆源工艺品有限公司

262 优秀奖 《鸿运呈祥》景泰蓝赏瓶 景泰蓝 田湉、黄琼 常燕、虞君畅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中心

263 优秀奖 《虎符和玺》 玉器 冯超、宋玉、黄琼 王希伟、潘志涛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中心

264 优秀奖 花好月圆 玉器 王毅 王毅
东方神韵（北京）艺术品有限
公司

265 优秀奖 花熏 玉器
冯延明、徐艺萌、姜译
文

朱寅寅、潘淼、蒋怡、杨
建君

北京工美集团白孔雀艺术世界

266 优秀奖 黄漆百宝嵌花卉纹宝座 传统硬木家具 田兆桐 田兆桐 北京儒匠传奇家具有限公司

267 优秀奖 吉祥八宝尊 景泰蓝 霍铁辉、单涛 单涛
北京铭客诚景泰蓝工艺品有限
公司

268 优秀奖 江南小游船 牙雕 鲁智伟 鲁智伟 个人

269 优秀奖 降魔驱邪 其他工艺美术类 高选 高选 个人

270 优秀奖 《金百寿聚宝盆》 蒙镶錾雕 白雪飘、冯超 潘志涛、张生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中心

271 优秀奖 金漆镶嵌百宝嵌大吉捧盒 金漆镶嵌 王学兵 侯雪
北京燕京八绝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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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优秀奖 金丝楠木云蝠纹扶手椅 传统硬木家具 于和勤、宗德昌 于和勤、宗德昌 北京和义兴髹饰艺术有限公司

273 优秀奖 《锦绣珍美》 刺绣 宋玉、黄琼、姜悦 张思宇、常燕、刘家杞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中心

274 优秀奖 景泰蓝《盛世祥和》摆件 景泰蓝 丁明鸿 丁明鸿 个人

275 优秀奖 九五虎尊 玉器 王希伟、程淑美 王希伟、程淑美
北京华信国玉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276 优秀奖 《九州鼎盛尊》 景泰蓝 钟连盛 朱景优 北京艺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77 优秀奖 《孔子六艺》 其他工艺美术类 杨晓康 杨晓康 北京玩具协会

278 优秀奖 老少耕读 牙雕 曹海姣 曹海姣 北京象牙雕刻厂有限责任公司

279 优秀奖 《龙凤呈祥·凤》 其他金属工艺 程淑美、石砚 王伟 北京石砚砚珠宝有限公司

280 优秀奖 《龙凤呈祥·龙》 其他金属工艺 程淑美、石砚 王伟 北京石砚砚珠宝有限公司

281 优秀奖 龙马精神 其他工艺美术类 周振山 周振山 北京葫芦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82 优秀奖 龙钮宝玺 玉器 王庆珍、魏永兆 魏永兆 个人

283 优秀奖 罗汉托空钵 瓷器 李可明 李可明 北京汝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84 优秀奖 绿度母圣境 玉器 方智勇 方智勇
北京珏盛堂文化艺术发展有限
公司

285 优秀奖 玛瑙龙盘 玉器 康杰 康杰 北京世兴达商贸有限公司

286 优秀奖 《满园芬芳》挂屏 其他工艺美术类 姜悦 郝蕴琪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中心

287 优秀奖 毛猴运河赛龙舟 其他工艺美术类 韩僖僖 韩僖僖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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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优秀奖 梦回楼兰 玉器 廖江华 廖江华 北京石玖珠宝设计有限公司

289 优秀奖 妙莲香奁 花丝镶嵌 吴国滨 吴国滨 个人

290 优秀奖
明嘉靖青花五彩鱼藻纹系列套
组

仿古瓷器 宋金洋、吴瑾路 谭根宝、邹剑峰 北京宝瓷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91 优秀奖 内画鼻烟壶—四美图 其他工艺美术类 姚桂新 姚桂新 个人

292 优秀奖 鸟兽纹觥 玉器 王建升 王建升 北京淑玉轩艺术有限公司

293 优秀奖 皮影手雕《鼎定河山》 其他工艺美术类 郭凤龙 王丽娟 北京龙在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94 优秀奖 平安富贵 蒙镶錾雕 付强 付强 个人

295 优秀奖 《平安顺遂》 金漆镶嵌 袁媛 王宝平 北京溪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96 优秀奖 七星攒聚山茶纹果盒 景泰蓝 聂宇麟 王华妹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297 优秀奖 清雅竹韵 景泰蓝 张静思 张玉安、张静思 北京华艺景泰蓝股份有限公司

298 优秀奖 青白玉薄胎瓶 玉器 郭海成 马春艳 北京市桂通玉器厂

299 优秀奖 青花五彩双凤纹盒 瓷器 蒋成亮 蒋成亮、董好强 个人

300 优秀奖 儒道相传 玉器 廖江华 廖江华 北京石玖珠宝设计有限公司

301 优秀奖 如意葫芦 花丝镶嵌 张春源 张春源 张春源大师工作室

302 优秀奖 三色翡翠花篮盆景摆件 玉器 李鸿玮、宋治国 宋治国、李鸿玮
北京鸿玉珍宝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303 优秀奖 《三元及第》八方瓶 景泰蓝 朱景优 朱景优 北京艺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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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优秀奖 山海经题材烟斗 木雕 孙宇 孙宇 發現藝術工作室

305 优秀奖 山水背壶瓶 雕漆 杨硕 李秀春、杨之新 北京新月明古斋雕漆

306 优秀奖 狮面空行母 木雕 崔向前 崔向前 个人

307 优秀奖 十二生肖本命佛-大日如来 景泰蓝 王子夫 王子夫 北京景瑞泰和文化有限公司

308 优秀奖 十二生肖本命佛-千手观音 景泰蓝 王健 王健 北京景瑞泰和文化有限公司

309 优秀奖 瘦燕·学足三余 其他工艺美术类 杨利平 杨利平 个人

310 优秀奖 双喜鸳鸯花镀银盘 蒙镶錾雕 张永宽 张永宽 张永宽工作室

311 优秀奖 水仙盆 仿古瓷器 李可明 李可明 北京汝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12 优秀奖 《思维菩萨》 牙雕 李茜 李茜 北京象牙雕刻厂有限责任公司

313 优秀奖 四海升平 万寿吉祥 刺绣 赵雪茹 赵雪茹、付敏
北京花喜绣艺术品有限责任公
司

314 优秀奖 岁寒三友 牙雕 郭辰 郭辰 北京象牙雕刻厂有限责任公司

315 优秀奖 岁寒三友 陶器 沈云兰 沈云兰 北京云兰艺坊工艺品店

316 优秀奖 岁朝清供 瓷器 张丽滨 张丽滨
居仁堂京瓷（北京）文化有限
公司

317 优秀奖 太平有象 陶器 沈云兰 沈云兰 北京云兰艺坊工艺品店

318 优秀奖 太师少师 刺绣 刘晓燕 刘晓燕 北京诚衣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319 优秀奖 饕鬣纹卣 玉器 王建升 王建升 北京淑玉轩艺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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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优秀奖 剔彩红拂绿绮四扇挂屏 雕漆 满建民
满建民、杜强、赵迪、王
晓爽、周凤华

满建民漆雕文化发展（北京）
有限公司

321 优秀奖
剔红茶花绶带鸟雕漆 吉祥对
盒

雕漆 邢星 邢星
北京贡元堂漆艺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322 优秀奖 剔红吉星高照赏盘 雕漆 马佳杰、满山 马佳杰
满建民漆雕文化发展（北京）
有限公司

323 优秀奖 剔黄《黄财神》像 雕漆 马宁 马宁 北京继古雯风文化艺术中心

324 优秀奖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双耳宝
瓶

景泰蓝 金鑫 金鑫
金氏景泰蓝艺术（北京）有限
公司

325 优秀奖 铜胎掐丝珐琅勾莲八宝纹缸 景泰蓝 金鑫 金鑫
金氏景泰蓝艺术（北京）有限
公司

326 优秀奖 铜胎掐丝珐琅龙亭 景泰蓝 金鑫 金鑫
金氏景泰蓝艺术（北京）有限
公司

327 优秀奖 瓦楞盒 雕漆 王继勇 侯春华、王继勇 北京漆艺缘雕刻工艺坊

328 优秀奖 晚秋 艺术陶瓷类 丁易名 丁易名 个人

329 优秀奖 万象更新 景泰蓝 马文钊 苑平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
美黄金分公司

330 优秀奖
五彩锦地开光描金春兰图四方
盖罐

瓷器 蒋成亮 蒋成亮、董好强 个人

331 优秀奖
五壶（福）临门套组（扒花、
珐琅彩、青花）

瓷器 吴瑾路、宋金洋 谭根宝、邹剑峰 北京宝瓷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32 优秀奖 西周燕都车马器 木雕 鲁智伟 鲁智伟 个人

333 优秀奖 相依 其他工艺美术类 张振东 张振东 个人

334 优秀奖 镶嵌罗汉画筒 金漆镶嵌 庄凤飞 张海龙 北京金漆镶嵌有限责任公司

335 优秀奖 《逍遥游古·泛神境》 其他工艺美术类 郭巍、孟珠 郭巍、孟珠
北京本然造物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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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优秀奖 《雪舞京韵》景泰蓝摆件 景泰蓝 白雪飘、冯超 宋玉、潘志涛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中心

337 优秀奖 杨玉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 牙雕 李玉华 李玉华 个人

338 优秀奖 引路菩萨像 景泰蓝 王学彬 王学彬 北京景瑞泰和文化有限公司

339 优秀奖 饮水思源 玉器 陈平源 陈平源 个人

340 优秀奖 《有朋自远方来》雕漆屏风 雕漆
冯超、殷秀云、宋玉、
姜悦、常燕、潘志涛、
白雪飘、黄琼

殷秀云、王慧茹、张彦斌
、王硕、刘楠、海燕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中心

341 优秀奖 玉莲纹对碗 玉器 陈平源 陈平源 个人

342 优秀奖 遇见战国 首饰 赵环宇 赵环宇、王伟
北京正德东奇珠宝有限责任公
司

343 优秀奖 月是故乡明 艺术陶瓷类 王艳艳 王艳艳 北京城市学院

344 优秀奖 《珍珠金瓶花树》摆件 其他金属工艺 冯超、姜悦 宋玉、张生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中心

345 优秀奖 《中轴大观·万春亭》 其他编织工艺 谢奕 谢奕 个人

346 优秀奖 中轴遗韵-毛猴大戏台 其他工艺美术类 韩僖僖 韩僖僖 个人

347 优秀奖 《擢》 雕漆 马红芹、王建明 李根、张嘉伟 个人

348 优秀奖 紫檀花鸟多宝阁 传统硬木家具 傅军民 傅军民 北京宣明典居古典家具厂

349 优秀奖 紫檀锦地西番莲纹方桌 传统硬木家具 姚海英 张云希、张洪振
北京市龙顺成中式家具有限公
司

350 优秀奖 紫檀嵌珐琅雕蝠珠宝柜 传统硬木家具 高自强 张云希、王文光、张洪振
北京市龙顺成中式家具有限公
司

351 优秀奖 紫檀曲尺罗汉床 传统硬木家具 吴海峰 王文光、张云希、张洪振
北京市龙顺成中式家具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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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优秀奖 紫檀洋花鼓凳 传统硬木家具 傅军民 傅军民 北京宣明典居古典家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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