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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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一等奖（9名）
姓名 学校 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罗慧珊 东城实验中学 初一（7）班 《莞邑游龙竞腾飞》 杜锐铃

陈曦 东莞中学初中部 初二 《童年的电车记忆》 霍永良

李知行 东莞中学初中部 初一（6）班 《坚守》 何伟超

麦泳婷 翰林实验学校 初二（1)班
《水墨情深--莞邑新旧

八景》
周虹余

何栩栩
东莞中学初中部古梅

一中
初一（17）班 《非遗进校园》 黄聪

叶子瑶
东华初级中学（生态

园校区）
初一（60）班 《寻味东莞》 陈韵泰

谭梓萌 香市中学 初一（16）班 《舞麒麟》 钟玉开

曾溪梦
丰泰外国语实验高级

中学
初二 《向日葵》 曾汉鹏

李祉谊
东华初级中学（生态

园校区）
初一（25）班 《虎门新湾渔港》 陈霖

二等奖（12名）
姓名 学校 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唐展谦 东莞中学初中部 初一（10）班 《可园赏戏》 戴腾飞

肖雅欣 清溪中学 初三（11）班 《禾雀花开》 李巧燕

伍棋语 可园中学 初三 《莞香少女》 邓志群

彭卉平 南城阳光实验中学 初三（11）班 《征途》 李晖

张北宸
东华初级中学（东城

校区）
初一（26）班 《家和万事兴》 王庆玲

朱柏林 松山湖中学 初三（9）班 《夏日的期盼》 张钰莕

黄嫣冉
东华初级中学（生态

园校区）
初一（60）班 《致敬·抗疫英雄》 陈韵泰

王昕玥 石碣镇文晖学校 初二（7）班 《舒适家园》 黎秀珍

廉恩菲 南城阳光实验中学 初一（11）班 《美丽东莞》 张莹

陈泳诗 长安实验中学 初三（5）班 《莞邑风华》 连静

郑希琦 东城实验中学 初一（6）班 《彩色记忆》 杜锐铃

成胤哲 松山湖实验中学 初二（4）班 《煤矿工人》 蔡惠玲



三等奖（19名）
姓名 学校 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陈怡然 可园中学 初三 《静等花开》 邓志群

郑希琦 东城实验中学 初一（6）班 《乐游东莞》 杜锐铃

陈冠锋 常平镇振兴中学 初三（12）班 《美丽可园》 黄振霞

曹梁 南城阳光实验中学 初三（19）班 《幸福家园》 张莹

陈星博
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
（集团）石排中学

初三（11）班 《古村焕新机》 曾春媚

黄洁莹 沙田实验中学 初二（19）班
《云素龙行，荷绽东莞

》
何丽红

何绮棋 沙田实验中学 初一（3）班
《狮龙共贺，莞邑绘聚

》
何丽红

徐佳苗 沙田实验中学 初二（6）班 《东莞—沙田共繁华》 卢颖

韦睿希 东莞中学初中部 初一（6）班 《食在东莞》 雷顺玲

肖雅娴 清溪中学 初三（1）班 《和谐东莞》 梁惠敏

黄增宜 清溪中学 初一（15）班 《东莞游记》 梁惠敏

曾维荷 凤岗镇金凤凰学校 初一（1）班 《消防战士》 钟丽权

万子怡 常平镇振兴中学 初一（11）班 《守护常平》 谭伟

吴穗宜 大朗第一中学 初三（4）班 《印象可园》 龙子宇

朱丽洁
东华初级中学（生态

园校区）
初二（62）班 《可园·春》 谭维

刘钰泠
东华初级中学（生态

园校区）
初一（60）班 《童年旧忆》 陈韵泰

周雅琦
东华初级中学（生态

园校区）
初三（25）班 《文物空间站》 夏青

何雨珊 东莞外国语学校 初二（6）班 《未来城市》 詹敏琪

詹卓青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东

莞学校
初一（24）班

《美丽东莞·因你而精
彩》

温美玲

入选作品（25名）
姓名 学校 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王晓澜 东莞中学初中部 初二（15）班 《过去-现在-未来》 何嘉怡

李嘉慧 厚街镇湖景中学 初一（12）班 《重走东纵路》 蔡诗鸣



江昭莹 厚街镇湖景中学 初一（9）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蔡诗鸣

孙凯越 石龙镇第二中学 初三（12）班
《美丽东莞，幸福家园

》
李中文

柯心语
松山湖南方外国语学

校
初一（7）班 《美丽东莞》 周小俊

张欣晨 光正实验学校 初一（15）班 《可园一角》 李琼枝

丘阅 常平镇司马中学 初一（7）班 《舞龙》 香少姗

聂子淳 常平中学初中部 初三（2）班 《印象东莞—可园》 蓝秋荣

刘晓薇 常平中学初中部 初三（2）班 《东莞街道》 蓝秋荣

成玮桐 常平中学初中部 初三（2）班
《文明出行，美丽东莞

》
蓝秋荣

陈依涵 常平镇振兴中学 初一（13）班 《雨后东莞》 戴雪莹

陈晓纯 大朗镇东明学校 初三（2）班 《东莞一角》 黄惠琴

叶子瑶
东华初级中学（生态

园校区）
初一（60）班 《5G时空旅行》 陈韵泰

丘怡凤 黄江中学 初三（2）班 《霞光里的虎门大桥》 邓浩凡

何书涵 黄江中学 初三（9）班 《花季少女》 邓浩凡

程新霞 黄江中学 初三（2）班 《新时代》 邓浩凡

黄炫斐
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
（集团）石排中学

初一（11）班 《纽带》 吴淑颖

曾钰琳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东

莞学校
初一（22）班 《生活剪影》 温美玲

刘淑仪 沙田实验中学 初二（1）班
《狮龙共贺，彩艺绘聚

》
何丽红

唐慧丽 沙田实验中学 初二（10)班 《可园春色》 卢颖

尹妙媛 沙田实验中学 初二（6)班 《莞邑荔枝》 卢颖

陈紫玥 东莞中学初中部 初三（7）班 《送水》 张峭然

陈思言 长安实验中学 初三（10）班 《承旧迎新》 连静

房哲琦 南城阳光实验中学 初一（10）班 《祖国新时代》 张莹

王悦好 东华初级中学 初二（39）班 《开心一刻》 王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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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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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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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