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有你绘美丽——2020年东莞市青少年美术作
品征集活动”复评结果（小学低年级组）

一等奖（11名）
姓名 学校 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陈映彤 南城宏图小学 三年级 《平安东莞》 范文

陈逸曈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三（7）班 《门神》 何桂斌

王梓萱 大朗镇新民小学 三年级 《可园印象》 林有荣

樊玥婷 莞城中心小学 三（1）班 《捍卫家园》 刘婉秋

何泓羽 莞城步步高小学 三（2）班
《美丽东莞，一路有您

》
何玉辉

王羽乔 虎门镇北栅小学 二（4）班 《幸福归来》 杨武标

赵雅潼 南城宏图小学 三年级 《东莞西城楼》 范文

王怡雯 南城宏图小学 三年级 《陶醉的夕阳窗景》 刘振坤

叶雨嘉 东城第六小学 三（3）班 《图腾端午祭》 黄小溪

罗紫涵 东城花园小学 二（4）班 《敬老孝当先》 蔡雅玲

黄志航
东华小学（生态园

校区）
三（3）班 《个性舞狮韵》 马楠

二等奖（16名）
姓名 学校 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杨沛函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三（7）班 《阳台上的花》 何桂斌

耿程程 崇德学校 一（3）班 《我爱东莞》 邓祝英

吴静珩 莞城中心小学 三（2）班 《东莞有你更美丽》 李伟炎

林子凯 东城实验小学 三（3）班 《莞之路》 彭丽娜

陈可滢
麻涌镇古梅第一小

学
三（4）班 《莞式传统》 钱爱文

李梓维 莞城建设小学 三（7）班 《老莞城》 赖晓君

郭伊依 凤岗镇金凤凰学校 三年级 《醒狮》 张嘉杰

成仲皓 光明小学 二（1）班 《烈火英雄》 赵淑雅

邓雨蝶 大朗镇长塘小学 三年级 《赛龙舟》 赖淑慧

陈思源 厚街镇陈屋小学 二（1）班 《校民乐队》 罗清廉

梁咏雪 莞城中心小学 三（1）班 《美好家园》 刘婉秋



张润琼 茶山镇第三小学 三年级 《茶山绸衣灯公》 陈奇全

胡雪菲 塘厦镇水霖学校 二（2）班 《莞.舞狮》 温小燕

邓家耀 光明小学 三（12）班 《小舞台 大世界》 魏倩茹

蒋沅伊 大朗镇启东学校 三（10）班 《幸福东莞》 蔡建清

金俊男 清溪镇联升小学 三（6）班 《东莞美景》 汪伟珊

三等奖（35名）
姓名 学校 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钱栩欣 东城虎英小学 三（2）班 《我爱东莞》 吴泽湘

李思燕 清溪镇第三小学 三（3）班 《幸福的东莞人》 李海彪

黄智欣
东华小学（生态园

校区）
三（4）班 《建筑工人》 吴燕良

谭煜 东城岭南学校 三（6）班 《和谐校园》 钟嘉慧

刘书溢 清溪镇第二小学 三（3）班 《东莞的传承与发展》 刘彦芬

余阳 塘厦镇第一小学 一（8）班 《东莞第一泉》 黄肖玲

邹家惠 光明小学 三（7）班 《爱的陪伴》 魏倩茹

姚缙 莞城实验小学 一（2）班 《乐游东莞》 蔡丽娟

曾湘然 望牛墩镇新联小学 三（3）班 《龙舟竞渡》 何凯珊

何秋怡 石碣镇序伦小学 二（1）班 《遨游东莞》 列妙华

张艺馨
虎门镇成才实验学

校
二（2）班

《抗击疫情，万众一心
》

郑翠萍

廖文绮 厚街镇陈屋小学 三（2）班 《旱地龙舟比赛》 罗清廉

罗芷涵 长安镇实验小学 三（3）班 《五光十色》 卫映嫦

章思颖 莞城中心小学 三（9）班 《不一样的元宵节》 刘婉秋

江凌微 南城宏图小学 三年级 《东莞多彩高楼》 刘振坤

陈艳婷 凤岗镇金凤凰学校 三年级 《摘荔枝》 张慧玲

刘洁洪 东晖实验学校 三（2）班 《星辰东莞》 梁晓华

彭纪淘 塘厦镇中心小学 三（1）班 《三正半山 泉贵四方》
杨群 

侯召阳

陈泳妍 莞城实验小学 三（2）班 《莞·跑》 周俊能

刘诺暄 东晖实验学校 三（6）班 《祖国腾飞》 刘丽聪

唐漫婷 四海英才小学 三（1）班 《年夜饭》 林雪



黄宇涵 光明小学 二（1）班 《我的梦*中国梦》 黄晶晶

吴雪嫒
虎门镇崇雅外国语

小学
三年级 《致敬东莞警察叔叔》 罗婷

李颖琦 长安镇实验小学 二（6）班 《和谐东莞》 劳美容

符钰琪 国英小学 二（6）班 《互相帮助》 张立宁

唐瑾萱 国英小学 三（2）班
《共建美好家园，成就

和谐社会》
杨玉梅

廖钒宇 万江中心小学 二（9）班 《东莞文明》 查秀芳

张雅宁 国英小学 三（6）班 《和谐社会》 王琼金

陈玥涵 东城花园小学 三（2）班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蔡雅玲

钟俊熙 横沥镇第二小学 三（3）班 <<幸福之家>> 张宝文

王可恩 石排镇诺培小学 三（7）班 《文明交通》 林惠慧

熊冬予 东城花园小学 二（5）班 《幸福时刻》 蔡雅玲

赖俊杰 厚街镇中心小学 三（3）班 《东莞印象可园》 黄佩霞

黄延燊 东城虎英小学 二（5）班 《莞邑荟萃》 蔡祺琦

陈柏羲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三（1）班 《绿色旗峰》 刘钧

入选作品（18名）
姓名 学校 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利秋榆 常平镇第四小学 三（5）班 《东莞因你们而更好》 罗娜

刘佩妍
北京师范大学东莞

石竹附属学校
三（3）班

《美好家园——致敬环
卫工人》

刘如意

曾子懿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一（6）班 《日出东江》 刘美琦

阮妙馨 光明小学 三（13）班 《东江印象》 魏倩茹

王梓澄 塘厦镇第二小学 三（1）班 《和谐一家亲》 张鹏

林雨晴 塘厦镇华辉学校 二（8）班 《可园一角》 缪蓉莉

王子涵 万江第一小学 三（4）班 《美好生活》 吴玉贞

黎昊铭
东华小学（东城校

区）
三（12）班 《南社古村历险记》 罗典

朱汐颜 莞城建设小学 三（9）班 《美丽的可园》 赖晓君

姜皓宇 莞城建设小学 三（10）班 《戏水清波》 赖晓君

刘安然 沙田镇第二小学 二（2）班 《我来绘东莞》 霍丽童



尹雅萱 沙田镇第二小学 二（6）班
《我的校园生活真幸福

》
霍丽童

曾欣怡 石碣镇中心小学 三年级 《童绘莞香花开》 袁倩琪

张铃心 松山湖第二小学 一（5）班 《快乐童年在莞城》 马汝婷

郭程 宏远外国语学校 三（4）班 《我考了100分》 杨思洋

黄金怡 翰华学校 三（3）班 《毕业照》 陈静

吴欣昕 莞城阮涌小学 三（4）班 《爱护环境》 丁真

王一寒 虎门成才实验学校 三（10）班 《致敬英雄》 郑翠萍

注意事项
1. 公布结果信息如有误，请发送正确信息至1742236369@qq.com
2．进入复评的作品原件请作者于结果公布之日起至2020年12月6日期间自行取回。
取、送件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高第街五号市民广场北楼莞城美术馆
联系方式：
（1）22100180（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至17：30）
（2）22100261（咨询时间：周二至周日 9：30至17：00）
3.获一、二、三等奖的作品原件请作者自行取回装框，填写《东莞有你绘美术丽参展
作品登记卡》并粘贴在作品画框背面，于2020年12月12日至2020年12月27日期间将作

《东莞有你绘美丽》参展作品登记卡
作品题目
作者
尺寸（cm）
学校： 班级： 
联系电话
指导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