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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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年级组）

一等奖（22名）
姓名 学校 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李敏莉 长安镇实验小学 五（4）班 《英雄归来》 梁绍银

陈思如 厚街镇陈屋小学 六（2）班 《快乐伙伴》 罗清廉

欧芷珊 厚街镇竹溪小学 五（3）班 《可园•印象》 陈美君

孙芝瑶 常平镇中心小学 六（4）班 《舞狮》 孙雄心

黄建文 东城花园小学 六（2）班 《我的爸爸是门神》 蔡雅玲

刘杨玥 光明小学 四（18）班
《阳光二课堂-鼓号队

》
魏倩茹

李心怡 长安镇实验小学 四（4）班 《东莞二维码》 梁绍银

赖羽宸 桥头镇中心小学 六（1）班 《歌唱祖国》 陈小雁

李梦恒 石排镇独洲小学 五（2）班 《民俗印象》 樊倩

叶乐儿 大朗镇长塘小学 四年级 《醒狮表演》 赖淑慧

苏韵菲 洪梅镇第二小学 六（2）班 《藏书票四帧》 黄天华

林俞希 虎门镇北栅小学 四（2）班 《悦读》 杨武标

彭翠欣 大朗镇新民小学 六年级 《清晨》 林有荣

钟翊菲 莞城中心小学 六（7）班 《红灯笼.庆团圆》 刘婉秋

黄愉欣 石排镇独洲小学 六（1）班 《暮春野游》 樊倩

阮妙馨 光明小学 五（5）班 《童趣》 魏倩茹

罗嘉欣
大朗镇启明朗升小

学
六（1）班 《人来人往》 叶雪珍

陈可滢 寮步镇石步小学 六（3）班 《阳光下的七彩世界》 祝小虎

邱子珊 大朗镇长塘小学 五年级 《爱生命 · 爱劳动》 赖淑慧

苏芷涵 虎门镇智升学校 四（7）班 《醒狮腾跃行千里》 冯载恒

贺新春 虎门镇智升学校 五（5）班 《狮舞飞扬竞芬芳》 冯载恒

杨咏恩 桥头镇中心小学 六（1）班 《莫家拳之棍法》 陈小雁

二等奖（35名）
姓名 学校 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赵旭瑶
虎门镇成才实验学

校
六（1）班 《国》 郑慧彤



黄雍韵 常平镇第一小学 六（4）班 《活力东莞》 刘海华

丘智祺 木棆小学 六年级 《幸福时光》 苏银銮

杨曼可 常平镇实验小学 五（3）班 《家乡的节日》 李艳兰

欧俊杰
大朗镇启明朗升小

学
四（2）班 《最美劳动者》 叶雪珍

方若兮 大朗镇鸣凤小学 六（1）班 《深山汽笛声》 胡锦富

胡润祯 大朗镇鸣凤小学 五（2）班 《圆梦》 胡锦富

尹铠峰 大朗镇启东学校 五（10）班 <<岁月峥嵘>> 黎秋燕

黎颖怡 大朗镇新民小学 六年级 《远望》 林有荣

夏可羽 大朗镇中心小学 六（3）班 《松湖荔景》 李秋香

陈思帆 东城花园小学 五（4）班 《幸福时刻》 蔡雅玲

肖可昕 东城花园小学 五（5）班 《情同手足》 蔡雅玲

郑竹恩 凤岗镇金凤凰学校 四年级 《粤剧》 张慧玲

杜弈萱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四（3）班 《生命的密码》 李云朗

梁晓琳 莞城中心小学 六（9）班 《岭南小院》 滕楠

朱  蕾 莞城中心小学 六（10)班 《阳光下的成长》 邹官民

黄睿 横沥镇第二小学 五（5）班 《满载而归》 潘晴

胡芷君 洪梅镇第二小学 六（2）班 《藏书票四帧》 黄天华

孟令涵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五（6）班 《魅力东江》 杨金晶

许思唯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五（5）班 《龙舟竞渡》 何桂斌

钟金颐 桥头镇中心小学 六（1）班 《家庭读书会》 陈小雁

李嘉乐 桥头镇中心小学 五（1）班
《有趣的大课间活动 

》
陈小雁

黄梓琪 清溪镇第三小学 六（3）班 《舞动的麒麟》 李海彪

李子蔓 沙田镇第一小学 六（5）班 《竞渡歌》 陈彩萍

何淑仪 袁崇焕小学 六（4）班 《力争上游》 张惠萍

唐语婧 塘厦镇东星小学 五（4）班 《舞狮》 邱雅淇

麦熙晴 企石镇江南小学 六（1）班 《我爱戏曲》 吉大炼

李云帆
东华小学（生态园

校区）
五（15）班 《莞邑个性戏曲人物》 马楠

彭怡莹 石排镇独洲小学 六（1）班 《东莞八景》 樊倩

范方麟 石排镇独洲小学 五（2）班 《古镇秋韵》 樊倩



张雨馨 石排镇独洲小学 五（2）班 《醒师》 樊倩

王誉羲 石排镇独洲小学 六（2）班 《运动小健将》 樊倩

王雨馨 石排镇燕岭学校 六（3）班 《塘尾古村落》 赵冬梅

袁晞颖 常平镇中心小学 五（5）班 《寻三国》 孙雄心

薛雅雯
东华小学（东城校

区）
四（9）班 《东莞千角灯》 肖芬

三等奖（50名）
姓名 学校 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林语诗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五（8）班 《印象·迎恩门》 陈金华

方远哲 莞城中心小学 六（4）班 《可园小景》 滕楠

熊艺婷 寮步镇石步小学 五（5）班 《拔河比赛》 林校

刘淳菁 清溪镇第三小学 六（3）班 《客家酿黄酒》 钟心卉

罗语彤 横沥镇汇星学校 五（9）班 《多功能自动化虫》 陈丽君

梁可儿 莞城实验小学 四（2）班 《东莞好味道》 洪林婕

王鹤仪 万江第三小学 四（3）班 《人月两团圆》 陈惠春

吴思霓 寮步镇石步小学 四（1）班 《快乐的节日》 易冬静

李灵韵 大朗镇三星小学 六（1）班 《荔香春色》 陈风霏

周荣臻 常平镇中心小学 六（1）班 《京剧》 孙雄心

卢宣晓 莞城实验小学 四（5）班 《为东莞粤剧点赞》 洪林婕

欧俊杰
大朗镇启明朗升小

学
四（2）班 《环保小分队》 叶雪珍

张书馨 莞城中心小学 四（2）班 《莞邑水韵》 滕楠

陈誉 莞城建设小学 六（1）班 《福到东莞》 赖晓君

何嘉蓉 大朗镇第一小学 四（4）班 《美丽东莞》 韩嘉欣

钟尚君
虎门镇成才实验学

校
四（3）班 《高层救援》 舒悦

曾雅琳 清溪镇第一小学 四（1）班
《东莞清溪麒麟迎新春

》
黄丽葵

林羡茹 东莞外国语学校 六年级 《美丽的东莞》 吴远仪

侯昕怡
虎门镇成才实验学

校
五（1）班 《齐心协力》 周美灵

罗子淇 长安镇实验小学 五（3）班 《虎门高铁》 梁绍银

苏楠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六（5）班 《印象·可园》 杨金晶



张淑雅 东城花园小学 五（4）班 《难忘的一天》 蔡雅玲

王玉清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六（4）班 《东莞四景》 杨金晶

王莉珺婷
常平镇嘉盛实验学

校
四（9）班 《文明东莞》 梁沛灵

王嘉儿 石排镇石岗小学 六（2）班 《草木之心》 张婉怡

胡星沂 国英小学 六（1）班 《和文化》 夏慧慧

黄凌薇 石排镇独洲小学 六（1）班
《精神物质粮食双小康

》
叶黄佩

刘桃萄 万江中心小学 五（8）班 《描绘可园》 陈秋婵

尹洛非 莞城实验小学 五（8）班 《西城楼·舞狮》 刘硕

彭怡莹 石排镇独洲小学 六（1）班 《春日游古迹》 樊倩

肖慧昕 茶山镇第三小学 五年级 《美丽南社古村落》 陈奇全

朱可欣 横沥镇第二小学 四（8）班 《梦幻童年》 卢冰珊

朗维维 塘厦镇水霖学校 四（11）班 《醒狮园》 胡雯莉

蒋沛璇 莞城阮涌小学 六（1）班 《东莞一角（二）》 曾艳梅

曾紫轩 茶山镇誉华学校 四（6）班 《美丽东莞》 黄来峰

蒋沛璇 莞城阮涌小学 六（1）班 《东莞一角（一）》 曾艳梅

洪  叶 莞城中心小学 五（5）班 《科技未来》 刘婉秋

许思唯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五（5）班 《石狮》 何桂斌

陈翠翠 洪梅镇第二小学 六（1）班 《藏书票四帧》 黄天华

李宁静
虎门镇成才实验学

校
四（3）班 《滨海新区》 舒悦

雷舒涵 沙田镇第一小学 六（3）班 《祖孙情》 陈彩萍

黄佩珊 东城品尚实验学校 五（10）班 《童年记》 练清云

吴政亨 大朗镇新民小学 六年级 《水平山下》 林有荣

何洁 大朗镇新民小学 五年级 《南社古村》 林有荣

徐雅鱼 横沥镇第二小学 五（11）班 《童年》 梁润婷

尤紫珊
虎门镇成才实验学

校
六（4）班 《岭南文化》 郑慧彤

廖芊妍 南城阳光第五小学 六（9）班 《绘东莞.可园》 王海杰

刘玉薇 大朗镇宏育学校 四（2）班 《湿地公园一角》 黄妃太

吴懿希 大朗镇新民小学 六年级 《村庄美景》 林有荣

冯天行 常平镇第一小学 六（2）班 《争流》 王朝晖



入选作品（53名）
姓名 学校 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叶子源 莞城步步高小学 五（2）班 《松湖小镇》 曾连春

林玥潼 莞城步步高小学 四（6）班 《繁荣》 刘崧滔

谢鑫 茶山镇第三小学 五（4）班 《美丽的古村落》 周琴

陈志远 茶山镇第三小学 六（5）班 《茶园游会》 唐华章

龙晨浩 常平镇土塘小学 四（1）班 《东莞之“光”》 李伟杰

李炫桥 常平镇土塘小学 五（2）班 《为“莞”奋斗》 李伟杰

张可欣 常平镇新朗二小 六（2）班 《废物利用城堡》 苏春丽

蒋昕蓓 常平镇第一小学 六（4）班 《幸福东莞》 王朝晖

尹铭嘉 常平镇第一小学 五（3）班 《保佑》 陈俊霖

邓凯珊 木棆小学 六年级
《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

》
苏银銮

陈英杰 常平镇常青学校 五（1）班 《和谐家园》 王馨瑶

郭慧琳 常平镇常青学校 六（1）班
《美丽东莞—印象常平

》
尹桂华

翁铭 常平镇司马小学 六（3）班 《司马情》 卢俊

卢琰 常平镇司马小学 六（1）班 《风筝飞》 卢俊

倪暨茹
北京师范大学东莞

石竹附属学校
五（10）班 《绿色长廊》 黄少仪

苏悯澄 大朗镇宏育学校 五（2）班 《恒温海藻养鱼池》 黄妃太

黄超 大朗镇启东学校 五（11）班 《再观皮影戏》 曹月红

朱慧婷 大朗镇三星小学 六（2）班 《织城叠翠》 林冲

刘政廷 大朗镇三星小学 四（1）班 《时装秀》 陈风霏

黄雅婷 大朗镇新民小学 六年级 《绿化》 林有荣

陈思颖 大朗镇中心小学 六（3）班 《美好》 李秋香

刁诗情 大岭山镇第一小学 四（3）班 《我爱我的校园》 刘冬媚

黄显棋 东莞外国语学校 六年级 《美丽家乡》 张瑜宇

梁芷萱 东莞外国语学校 五年级 《创明媚的生态东莞》 周芷愉

黄予涵 莞城阮涌小学 五（4）班 《绿色东莞》 曾艳梅

张恩瑜 莞城实验小学 四（3）班 《东莞·印象》 洪林婕

覃雨霏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四（1）班 《三阳开泰之三》 李云朗



钟雨桐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四（3）班 《古镇墨韵》 孟庆钰

成佳欣 莞城中心小学 四（9）班
《建设美丽东莞新风貌

》
蓝柳婷

张恩语 莞城中心小学 四（9）班 《水上市场》 李伟炎

钟晴 莞城中心小学 六（9）班 《东莞有你更美丽》 李伟炎

王镇杰 莞城中心小学 五（9）班 《别样的春节》 刘婉秋

汪子涵 横沥镇第二小学 五（12）班 《新农村新生活》 潘晴

曾堉菡 横沥镇第二小学 四（4）班 《未来你好》 卢冰珊

洪晓然 横沥镇第二小学 五（8）班 《爱乐之城》 郑祖琼

邓稀尹 虎门镇北栅小学 六（5）班 《向往》 杨武标

冀卓妍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六（3）班 《 你我共筑中国梦》 徐巧慧

袁柏成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五（6）班 《快乐的运动会》 何桂斌

练承昕 南开实验学校 五（10）班 《花瓶系列》 万莉

邹朵颜 沙田镇第一小学 五（6）班 《小小非遗传承人》 梁婉菊

樊雨菲 塘厦镇中心小学 五（6）班 《幸福荔乡》
杨群 
侯召阳

李炽茵 长安镇实验小学 六（4）班 《建设者》 梁绍银

王语涵 长安镇实验小学 四（1）班 《可园遗韵》 梁绍银

许颖琳 长安镇实验小学 六（6)班
《莞忆美食·新光明市

场》
姚雅雯

贺铭
东华小学（生态园

校区）
五（15）班 《莞曦翱翔》 马楠

郭芯嘉
东华小学（生态园

校区）
六（5）班 《致敬老兵》 李仁杰

罗美琪 东城花园小学 四（5）班 《全家低碳游》 陆梓纯

刘尔钊 宏远外国语学校 六（8）班 《公园一角》 刘雅惠

胡星沂 国英小学 六（1）班 《国之文化》 宋丽娟

欧湘怡 沙田镇第二小学 五（5）班 《夜色下的虎门大桥》 武蔚

黄文熙 常平镇中心小学 五（3）班
《我们为贫困山区捐款

捐物》
孙雄心

章琴焉
东华小学（东城校

区）
五（20）班 《荷韵桥头》 杨毅

邹玥 望牛墩镇新联小学 四（2）班 《共建美好》 何凯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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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52911911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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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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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