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有你绘美丽——2022年少儿传统文化美术作品”征集活动小学低年级组入选表

姓名 学校 班级 作品名称 种类 指导老师

陈昱伽 茶山镇第三小学 二（6）班 《我和我的东莞》 儿童画 席华敏

李敏之 常平镇桥梓小学 三（2）班 《和谐东莞》 剪纸 黄雅文

谭楚诺 常平镇中心小学 一（5）班 《东莞传统文化》 儿童画 陈敏贤

王玥 大朗启东学校 三（2）班 《传承-醒狮》 儿童画 蔡建清

张安来 大朗启东学校 二（9）班 《粤剧舞台》 中国画 曹月红

何梓萱 大朗启东学校 三（2）班 《艺起战役，你我同行》 儿童画 黎秋燕

杨诗琪 大朗启东学校 三（4）班 《祥午》 儿童画 黎秋燕

兰奕伶 大朗水霖学校 三（8）班 《西城楼穿越之旅》 儿童画 陈智杰

韦翔 大朗水霖学校 三（4）班 《醒狮》 儿童画 陈智杰

黄琮涵 大朗水霖学校 三（3）班 《岭南“疫”景》 儿童画 陈智杰

张月秋 大朗水霖学校 二（1）班 《莞邑印象.满园碧波》 绘画 饶芮熔

陈琬琳 大朗水霖学校 三（2）班 《划出精彩》 绘画 陈超菊

柏浩然 大朗水霖学校 一（5）班 《东莞人民公园》 绘画 兰海容

黄富禧 大朗镇三星小学 三（3）班 《戏曲人物》 水墨画 陈风霏

李润茹 大朗镇长塘小学 三年级 《荔枝丰收季》 绘画 赖淑慧



黎昕薇 大岭山翰华学校 三（8）班 《门神》 年画 赵丽莉

何尚蔚 大岭山镇中心小学 三（3）班 《醒狮献瑞》 国画 叶远见

黄延燊 东城虎英小学 三（5）班 《龙舟竞赛》 绘画 蔡祺琦

代钰婷 东莞市光明小学 三（5）班 《莞邑醒狮》 综合绘画 魏倩茹

代钰婷 东莞市光明小学 三（5）班 《粤剧进校园》 纸版画 魏倩茹

谭颖 东莞市光明小学 三（8）班 《学唱戏》 蜡染综合画 魏倩茹

柳菲 东莞市光明小学 三（5）班 《我绘美丽的东莞家乡》 色粉画 魏倩茹

张婧晗 东莞市光明小学 二（2）班 《非遗文化在身边》 重彩油画棒 玉应罕

许欣然 东莞市光正实验学校 三（8）班 《茶园游会》 儿童画 张艳舞

陈赛 东莞市翰林实验学校 一（5）班 《樟木头麒麟舞》 年画 杨崇胜

孙泽睿 东莞市翰林实验学校 三（11）班 《舞狮祥瑞》 工艺画（掐丝珐琅） 张甜

温晓莹 东莞市翰林实验学校 三（4）班 《漆语岭南》 工艺画（漆画） 张甜

李政儒 东莞市师范附属小学 三（7）班 《同舟共济》 综合材料 谭佩君

姚卓彤 东莞外国语学校 三年级 《东莞印记》 版画 周芷愉

陈思与晨 东华小学 三（8）班 《东莞舞狮队》 小学低年级组 肖芬

吴钰芮 东华小学 三（9）班 《东莞年味》 小学低年级组 肖芬

林迅羽 东华小学 二（21）班 《卖身节里欢乐多》 席淑英

梁睿哲 东华小学 三（26）班 《南村古社》 罗典



蔡伊然 东华小学 三（27）班 《荔枝香》 何香吟

谢芊羽 东坑镇多凤小学 二（1）班 《客家围屋情》 水彩画 谢艳琼

周卓熹 高埗镇西联小学 一（5）班 《黄旗山之旅》 儿童画 香凤英

林纳妮 莞城步步高小学 三（5）班 《壶中日月-东莞百年》 曾连春

袁晋铤 莞城建设小学 一（10）班 《我所认识的东莞“非遗”》 绘画 祁碧莹

郑依诺 莞城建设小学 二（4）班 《见证者》 手工 祁碧莹

易语芯 莞城建设小学 二（1）班 《乡村味道(磨豆腐)》 绘画 祁碧莹

谢韫泽 莞城建设小学 三（6）班 《人杰地灵、春色可园》 国画 蔡雪花

罗笑妍 莞城平乐坊小学 二（2）班 《莞城故事》 中国画 刘淑仪

罗笑然 莞城平乐坊小学 二（1）班 《莞城骑楼》 中国画 刘淑仪

罗笑然 莞城平乐坊小学 二（1）班 《美丽的满洲窗》 中国画 刘淑仪

林清瑶 莞城平乐坊小学 三（1）班 《“瓶”安东莞》 绘画 刘淑仪

陆欣 莞城平乐坊小学 三（2）班 《浓情端午》 绘画 刘淑仪

胡子瑜 莞城平乐坊小学 三（1）班 《古风东莞》 绘画 方文毅

许嘉恩 莞城实验小学 二（3）班 《粤剧人生》 水彩 霍永良

梁晶 莞城实验小学 二（2）班 《多彩东莞》 绘画 杨庆

卓伽馨 莞城中心小学 二（7）班 《千角灯》 水彩 滕楠

王彧 莞城中心小学 二（11）班 《水乡印象》 水彩 滕楠



陶妮可 莞城中心小学 二（10）班 《雄狮少年》 水彩 滕楠

卢子琦 莞城中心小学 三（6）班 《魅力莞城》 儿童画 刘婉秋

 李安怡 莞城中心小学 二（6）班  《家乡戏曲——粤剧》 水彩 李伟炎

梁梓希 莞雅现代学校 二（9）班 绘画 叶莉珊

梁梓希 莞雅现代学校 二（9）班 《端阳满景》 绘画 叶莉珊

郑美偲 莞雅现代学校 二（1）班 《西溪古村》 绘画 魏洁

陈楒潼 厚街丰泰外国语学校 二（12）班 《东莞记忆》 绘画 潘山

田又瑄 厚街丰泰外国语学校 二（13)班 《花开“疫”殆迎客来》 绘画 潘山

陈思源 厚街镇陈屋小学 三（1）班 《舞龙》 油画棒 罗清廉

黎芷晴 厚街镇桥头小学 三（2）班 《龙舟竟赛图》 超轻粘土画 王彩花

龚雨萱 虎门崇雅外国语小学 二（8）班 《东莞精神——龙舟竞渡》 绘画 罗婷

易书羽 虎门崇雅外国语小学 二（9）班 《东莞戏台》 绘画 罗婷

刘旭 虎门崇雅外国语小学 三（2）班 《莞邑醒狮》 绘画 罗婷

饶子涵 虎门崇雅外国语小学 三（1）班 《莞风潮》 绘画 温彬

王昭然 虎门镇龙眼小学 一（1）班 《莞邑上河图》一角 水墨画 罗碧莹

蒙昭宏 虎门镇梅沙小学 三（2）班 《水乡》 线描 黄冠一

胡芷萱 虎门镇梅沙小学 三（5）班 《莞府庙会闹新春》 中国画 赖怡婷

刘宇楠 虎门镇梅沙小学 三（3）班 《岭南佳果》 中国画 陈佩芝



苏渲萱 虎门镇梅沙小学 三（3）班 《虎门林旁粽》 中国画 陈佩芝

邹金耀 嘉荣外国语学校 三（1）班  《醒狮》 色釉瓷板画 潘越

邓子熠 嘉荣外国语学校 三（4）班   《民族力量》  色釉瓷板画 潘越

周梓萱 嘉荣外国语学校 三（4）班   《醒狮9变》  陶艺作品 潘越

陈俊如 寮步红荔小学 三（5）班 《美好生活来》 绘画 孔亚月

江怡燃 寮步华衍学校 三（8）班 《莞城新年好热闹》 儿童画 彭春雷

冯鼎原 寮步华衍学校 三（6）班 《舞龙舞狮》 粘贴画 曾晨露

李彦江 寮步华衍学校 三（5）班 《东莞印象》 儿童画 谷雅倩

杨梓涵 寮步龙光外国语学校 三（2）班 《莞邑故事》 创意绘画 黎雅倩

谢锶漫 寮步镇凫山小学 三（1）班 《香市遗风》 绘画 谢文兰

郭可盈 寮步镇凫山小学 三（1）班 《年味》 绘画 谢文兰

王玺皓 寮步镇横坑小学 三（2）班 《传承的力量》 创意绘画 陈艳珊

巫紫萱 寮步镇横坑小学 三（7）班 《莞风之旅》 创意绘画 陈艳珊

王凯琳 寮步镇横坑小学 三（6）班 《心绘东莞》 创意绘画 陈艳珊

周泓羽 寮步镇石步小学 二（4）班 《莞味》 儿童画 陈慧琳

黄思蓓 寮步镇西溪小学 三（6）班 《西溪古村》 绘画创作 廖志文

 李雅煊  寮步镇中心小学 三年级 《可园旧梦》 书画 尹婷婷

蔡祉因 麻涌镇漳澎小学 二（4）班 《划龙舟》 绘画 何卡



廖玥溪 南城阳光第九小学 一（6）班 《醒狮真快乐》 国画 范文

陈灏桦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三（8）班 《岭南民居》 中国画 厉冉

罗凡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二（6）班 《莞邑风情》 中国画 厉冉

吕柏林 桥头镇第四小学 三（6）班 《骑楼》 漆画 邓旖镛

陈鹍 桥头镇第五小学 三（4）班 《莞邑醒狮》 水彩画 古蕙榕

尹均瑶 桥头镇中心小学 三（2）班 《舞狮表演》 国画 陈小雁

梁子依 桥头镇中心小学 三（2）班 《粤剧印象》 国画 赖树旭

刘雨婷 清溪华晨外国语学校 三（9）班 《舞麒麟》 书画 阮转芬

肖古萱 沙田瑞风实验学校 二（1）班 《锦姨蛋卷店》 儿童画 左璐瑶

王晨茜 沙田镇第一小学 二（4）班 《渔父》 烙铁画 陈彩萍

阳佩珊 石碣四海学校 三（7）班 《带你吃“晕”东莞》 年画 叶艳婷

冯月尧 松山湖北区学校 三（1）班 《可园一日游》 水彩 钟志周

任子其 松山湖第二小学 三（8）班 《“奇”乐无穷》 立体装置 鲁红湘

李灵 松山湖第二小学 三（6）班 《迎春花市》 国画 鲁红湘

赵胤涵 松山湖第二小学 三（1）班 《盛世回响》 陶艺 黄珺

汪思擎 松山湖南方外国语学校 三（2）班 《岭南风情》 装饰画 周婷婷

彭古蓝 塘厦第二实验小学 二（2）班 《狮龙求吉》 绘画 胡滢

周隽逸 塘厦第二实验小学 二（3）班 《舞狮的少年》 绘画 胡滢



陈烨帆 塘厦第三小学 三（1）班 《龙腾岭南，莞通天下》 版画 谢岱容

曾钰琪 樟木头养贤小学 三（1）班 《东莞传统》 绘画 邓银菊

黄浩锋 长安镇东安小学 三（4）班 《传统节日—快乐回忆》 版画 蔡晴怡

李芯莜 长安镇实验小学 三（6）班 《阖家欢聚》 马克笔手绘 梁绍银

饶泽熙 长安镇中心小学 三（4）班 《富饶的东莞》 绘画 李曦曦

霍汝嘉 中堂中心小学 一（1）班 《窗台的虞美人1》 水彩画 霍永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