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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学校 班级 作品名称 种类 指导老师

叶泳瑜 茶山镇第三小学 四（2）班 《盛世之舞》 水墨画 陈奇全

邓子恩 常平镇板石小学 六（1）班 《东莞味道》 色彩 陈俊霖

李锶韵 常平镇第一小学 六（4）班 《闻莞》 中国画 谢佳愉

马雅萱 常平镇第一小学 六（1）班 《非遗-旱木龙》 水墨画 王朝晖

柯珺瑶 常平镇木棆小学 五（2）班 《传统习俗之美》 儿童画 张慧敏

肖露曦 常平镇木棆小学 四（4）班 《国粹》 儿童画 苏银銮

牛瑞芳 常平镇土塘小学 六（2）班 《闹花灯》 儿童画 陈园珍

匡峤冰 常平镇新朗第二小学 五（5）班 《东莞美食》 儿童画 陈世银

李紫渲 常平镇新朗小学 五（9）班 《传承东莞戏曲文化》 插画 郭敏怡

曾语涵 常平镇袁山贝小学 五（3）班 《莞城印象》 绘画 严瑛

周子涵 常平镇中心小学 四（1）班 《东莞舞狮》 套色版画 孙雄心

罗奕玫 常平镇中心小学 四（2）班 《春节舞狮》 套色版画 孙雄心

罗靖 大朗镇佳美实验学校 四（1）班 《东莞粤剧》 国画 李木豪

赖思琪 大朗镇佳美实验学校 四（8）班 《东莞观音山写生》 国画 李木豪

郭鑫 大朗镇佳美实验学校 四（9）班 《重彩系列之东莞美食》 重彩油画棒 李木豪



陈凰丹 大朗镇佳美实验学校 四（8）班 《南粤风情》 综合绘画 李木豪

管伊彤 大朗镇三星小学 六（2）班 《》 儿童画 陈风霏

李露 大朗镇三星小学 六（2）班 《布老虎》 吹塑纸版画 陈风霏

袁宝仪 大朗镇水口小学 六（2）班 《东莞棕子端午香》 中国画 骆昌俊

刘心怡 大朗镇水霖学校 六（4）班 《粤城河》 绘画 王香玉

陈君 大朗镇水霖学校 五（1）班 《走进·粤城》 绘画 王香玉

邱子珊 大朗镇长塘小学 六年级 《摘荔枝啦！》 绘画 赖淑慧

叶子儿 大朗镇长塘小学 五年级 《童年记忆》 绘画 赖淑慧

叶芯愉 大朗镇长塘小学 六年级 《国粹》 绘画 赖淑慧

黎乐仪 大岭山镇第三小学 五（4）班 《龙腾莞邑》 套色版画 覃胜华

邝诗桐 大岭山镇第一小学 六（1）班 《戏曲韵华》 中国画 李伯镇

叶婧钿 大岭山镇中心小学 四(7)班 《醉美东莞》 国画 叶远见

邝靖淇 大岭山镇中心小学 四(3)班 《莞韵》 国画 叶远见

黎家雯 大岭山镇中心小学 五（2）班 《龙舟竞渡》 国画 叶远见

李碟 道滘镇纪英学校 五（1）班 《追求》 马克笔 胡梦娇

陈雯樱 道滘镇纪英学校 五（2）班 《开灯报喜》 综合绘画 梁敏儿

廖丽雅 道滘镇中心小学 五（4）班 《东莞新村豆腐花》 综合工艺画 莫洁滢

叶雨嘉 东城第六小学 四（2）班 《二月二．龙抬头》 儿童画 黄小溪



闫雅欣 东城佳华学校 五（4）班 《东莞千角灯》 绘画 沈康子

许雅洁 东莞市博雅外国语 五（4）班 《门神之武强年画》 布艺画（工艺画） 刘珍蓉

罗羽菲 东莞市博雅外国语 六（E）班 《蓝妃》 彩铅画 郑艳花

陈依岚 东城第八小学 六（3）班 《可园．醒狮》 国画 梁彩玉

曾思淼 东城第八小学 四（1）班 《东莞风味——腊肠》 国画 梁彩玉

许雅媛 东城虎英小学 四（2）班 《东莞老街》 马克笔画 吴泽湘

王语嫣 东莞市东城小学 六（4）班 《驶向未来》 彩铅画 李静

严唯伊 东莞市光明小学 五（5）班 《皮影戏》 非遗沥粉画 魏倩茹

王雅欣 东莞市光明小学 五年级 《莞色莞象》 国画 何爱茹

黄净雨 东莞市光明小学 五（15）班 《我的快乐童年》 纸版画 魏倩茹

孔思宇 东莞市光明小学 五（11）班 《午后的院子》 绘画 黄文燕

蒋月涵 东莞市光明小学 五（5）班 《年》 泥板浮雕岩彩 甘欣立

刘栩乐 东莞市光明小学 五（10）班 《疫情中的新年》 绘画 黄文燕

丁海悦 东莞市光明小学 五（4）班 《街边的幸福身影》 绘画 黄文燕

苏倩棋 东莞市海德实验学校 六（7）班 《南社古村》 国画 姚艳

陈安桐 东莞市翰林实验学校 六（3）班 《财神进门，人财两旺》 年画 肖璐

李溢 东莞市翰林实验学校 五（9）班 《时代在变，传统不变 工艺画 梁文玉

彭文婷 东莞市翰林实验学校 五（12）班 《粤剧人》 水彩 陈刚



王雅娴 盛基小学 五（3）班 《最美骑楼》 绘画 劳晓雯

陈芍羽 东莞市师范附属小学 四（1）班 《我在这里成长》 水彩 谭佩君

黄恺凌 东莞市石竹实验学校 六（10）班 《麒麟舞-传承》 绘画 王忠

彭希彤 东莞市石竹实验学校 六（4）班 《“莞”花狮舞》 绘画 黄少仪

袁千婷 东莞外国语学校 六年级 《南社古村·古韵》 中国画 周芷愉

田心 东华小学 四（19）班 《社区兴起健身热》 小学高年级组 池旭东

程彩芸 东晋实验学校 五（7）班 《莞邑美-童趣》 创意画 赵善进

赖碧楹 高埗镇冼沙小学 六（1）班 《东坑二月二卖身节 剪纸 张燕嫦

张思璇 高埗镇冼沙小学 四（2）班 《过年前的准备》 绘画 张燕嫦

叶文熙 高埗镇冼沙小学 五（2）班 《端午节习俗》 绘画 张燕嫦

钟浩晴 莞城步步高小学 四（4）班 《迎恩门前醒狮舞》 油画 刘崧滔

蔡沄瑶 莞城建设小学 六（2）班 《醒狮》 绘画 祁碧莹

莫晓晴 莞城建设小学 五（4）班 《唐三彩》 水彩绘本 陈佳如

徐振航 莞城建设小学 四（9）班 《东莞文化传承》 儿童画 赖晓君

罗远姿 莞城平乐坊小学 四（4）班 《东莞非遗小剧场》 绘画 方文毅

杜欣桐 莞城实验小学 四（8）班 《非遗千角灯》 绘画 刘硕

关斐元 莞城实验小学 六（4）班 《疍家人》 绘画 刘硕

梁可儿 莞城实验小学 五（2）班 《美味东莞》 绘画 洪林婕



陆明慧 莞城实验小学 四（8）班 《舞狮》 绘画 刘硕

叶子颖 莞城实验小学 四（9）班 《东莞味道》 绘画 刘硕

任烁颖 莞城实验小学 四（1）班 《东莞古楼》 绘画 陈静

洪暄淇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四（9）班 《力争上游》 浮雕 李云朗

杜奕萱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五（3）班 《腾龙盛世》 浮雕 李云朗

万泳芝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五（3）班 《胜利在望》 浮雕 李云朗

陈柏羲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四（1）班 《赛龙夺锦》 国画 刘钧

郑诺可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六（4）班 《美丽祖国》 陶艺 杨明蕾

邓月琳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六（2）班 《戏曲人生》 绘画 陈金华

刘熔融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我们的东莞》 绘画 陈金华

尹梓充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五（4）班 《粤来粤好》 绘画 孟庆钰

梁珈洛 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五（1）班 《我们的醒狮》 浮雕 李云朗

张晨 莞城运河小学 四（4）班 《下午茶的联想》 色彩画 赵冲

林美妍 莞城运河小学 四（4）班 《龙腾猪舞》 色彩画 赵冲

曹璐佳 莞城中心小学 六（6）班 《旦角》 水彩 滕楠

王怡霖 莞城中心小学 五（1）班 《粤韵》 水彩 滕楠

巴雨欣 莞城中心小学 六（6）班 《食味岭南》 水彩 滕楠

杨尊 莞城中心小学 五（2）班 《可人曲径锁园里春秋》 水彩 滕楠



黎韵琳 莞城中心小学 四（8）班 《我爱我家》 漫画 刘婉秋

周塇玥  莞城中心小学 五（8）班  《潮文化》 漫画 刘婉秋

祁雨昕 莞城中心小学 四（2）班  《与狮共舞》 马克笔手绘 胡俊成

付乐怡 横沥莞盛学校 五（5）班 《年味》 绘画 黄惠琴

左欣玉 横沥莞盛学校 五（6）班 《欢喜年》 绘画 苏娟

韩雨萱 横沥汇星学校 四（3）班 《梦中的东莞》 书画 叶立蓓

谢艺敏 横沥汇星学校 六（3）班 《醒狮进家门》 书画 叶立蓓

温怡姗 横沥汇星学校 五（5）班 《莞邑醒狮》 书画 陈丽君

吴舒淇 横沥镇第二小学 四（2）班 《过节》 儿童画 梁姬宁

谢炫俐 横沥镇第二小学 六（10）班 《划龙舟》 儿童画 张宝文

范淞淇 宏远外国语学校 六（9）班 《千角灯》 马克笔 傅砾冬

叶佩琳 洪梅镇中心小学 四（1）班 《水乡古韵》 绘画 谭惠娇

徐图 厚街镇陈屋小学 五（2）班 《招牌濑粉》 丙烯 罗清廉

胡雅函 厚街镇陈屋小学 五（2）班 《我爱粤剧》 砂纸画 罗清廉

廖文绮 厚街镇陈屋小学 四（2）班 《众人划桨》 版画 罗清廉

吴广寅 厚街镇陈屋小学 五（1）班 《贴春联》 油画棒 罗清廉

陈芷涵 厚街镇陈屋小学 六（1）班 《老街记忆》 线描 罗清廉

陈晓彥 厚街镇桥头小学 五（6）班 《桥头舞旱龙》 剪纸 王彩花



陈洛仪 厚街镇桥头小学 四（3）班 《龙舟畅想图》 儿童画 邓嘉仪

姚欣怡 厚街镇溪头小学 五（3）班 《舞狮》 版画 周乃荣

欧圆圆 厚街镇溪头小学 五（2）班 《龙舟竞渡》 版画 周乃荣

薄一凡 厚街镇溪头小学 四（3）班 《舞狮子》 粉印版画 陈洁莹

刘睿淇 厚街镇新塘小学 四（3）班 《莞草丰收》 油画棒 尹凤仪

周怡 厚街镇新塘小学 六（2）班 《广东三宝》 水彩 尹凤仪

欧芷珊 厚街镇竹溪小学 六（3）班 《共绘美丽东莞》 仿铜浮雕画 陈美君

叶颖珊 厚街镇竹溪小学 四（6）班 《醒狮焕新》 纸皮贴画 陈美君

方梓彤 厚街镇竹溪小学 四（6）班 《光影舞翩跹》 仿铜浮雕画 陈美君

林莹宜 厚街镇竹溪小学 五（8）班 《舞狮纳福》 绘画 叶玟兰

房可 厚街镇竹溪小学 五（6）班 《飲·早茶》 儿童画 唐施诗

刘彦希 虎门镇东方小学 四（3）班 《蒋光鼐故居》 油画 陈国标

卢浩斌 虎门镇东方小学 六（3）班 《白沙油鸭》 油画 陈国标

罗岚 虎门镇龙眼小学 五（2）班 《童年的回忆》 绘画 罗碧莹

肖语燕 虎门镇龙眼小学 五（4）班 《东莞龙舟文化》 绘画 罗碧莹

张雨晨 虎门镇龙眼小学 五（4）班 《莞邑追梦人》 绘画 罗碧莹

庞梓涵 东莞市虎门外语学校 五（10）班 《魅力可园》 美术/儿童画 严映杰

郑梓一 东莞市虎门外语学校 四（10）班 《早茶》 美术/儿童画 杨琼



李君泽 东莞市虎门外语学校 四（2）班 《东莞力量》 美术/剪纸 杨琼

郑曼莉 东莞市虎门外语学校 四（10）班 《舞龙舞狮》 美术/儿童画 杨琼

黎熙雯 嘉荣外国语学校 六（1）班 《粤剧之美》 掐丝珐琅画 陈兰馨

汤若歆 嘉荣外国语学校 六（1）班 《饮早茶咯》 绘画 陈兰馨

张帆 嘉荣外国语学校 四（5）班 《我眼中的珐琅彩》  色釉瓷板画 潘越

万诗怡 寮步镇凫山小学 六（4）班 《牙香街》 版画 谢文兰

王天阳 寮步镇莞雅现代学校 高年级组 《幸福一家人》 绘画 苏玉婷

崔詠珮 寮步镇莞雅现代学校 六年级 《美丽的姑娘》 绘画 曾莹

谢宛燕 寮步镇莞雅现代学校 五（6）班 《戏韵》 绘画 叶莉珊

陈沁琳 寮步镇莞雅现代学校 五（2）班 《得闲饮茶》 绘画 魏洁

黄梓珊 寮步镇河滨小学 五年级 《舞吉祥》 美术绘画创作 游嘉琪

钟佩澄 寮步镇河滨小学 五年级 《国粹》 美术绘画创作 徐小玲

尹凯潼 寮步镇河滨小学 五年级 《莞韵》 工艺画 徐小玲

江莹 寮步镇河滨小学 五年级 《中国年》 泥塑作品 徐小玲

张嘉怡 寮步镇河滨小学 六年级 《印象东莞》 儿童画 唐鑫

邹一菲 寮步镇横坑小学 四（1）班 《岭南风情》 创意绘画 陈艳珊

刘雨童 寮步镇横坑小学 四（6）班 《莞邑火龙舞》 水彩 马凯

何鑫 寮步镇横坑小学 四（9）班 《莞邑龙舟赛》 水彩 马凯



郑可欣 寮步镇横坑小学 四（8）班 《早茶文化》 创意绘画 陈爱玲

黄妙涵 寮步镇横坑小学 四（7）班 《东莞醒狮》 装饰画 陈爱玲

袁靖瑜 寮步镇横坑小学 四（10）班 《醒狮采青》 创意绘画 尹丽福

谢欣妍 寮步镇横坑小学 四（8）班 《莞邑遗风》 中国画 尹丽福

张梓轩 寮步镇红荔小学 六（7）班 《岭南戏剧》 版画 石灵颖

谢冰茹 寮步镇红荔小学 四（4）班 《福娃游冬奥》 剪纸 孔亚月

陈嘉莹 寮步镇华衍学校 五（1）班 《我爱粤剧》 儿童画 谷雅倩

吴欣怡 寮步镇华衍学校 五（2）班 《粤味》 儿童画 谷雅倩

许虞灿 寮步镇龙光外国语学校 四（7）班 《传承》 创意绘画 黎雅倩

陈梦竹 寮步镇石步小学 五（3）班 《“羊毛衫”战疫》 手工  簇绒 陈慧琳

柳知弦 寮步镇石步小学 五（3）班 《大朗印记》 手工  簇绒 陈慧琳

杜雨宣 寮步镇石步小学 六（2）班 《美丽东莞》 绘画  综合材料 祝小虎

李美珍 寮步镇石步小学 五（2）班 《醒狮文化》 线描画 易冬静

陈旭莹 寮步镇石步小学 五（2）班 《山河无恙 舟行万里》 手工 易冬静

缪安然 寮步镇石龙坑小学 四（2）班 《漫步古村落》 绘画 周天冰

罗梓丽 寮步镇香市小学 五（3）班 《戏说霸王》 综合材料绘画 肖春凤

袁媛 寮步镇中心小学 四年级 《舞响传统》 书画 尹婷婷

翁文慧 寮步镇中心小学 六年级 《唱响国艺》 工艺 尹婷婷



许晓炫 寮步镇中心小学 四（1）班 《赛龙舟》 水彩 苏佳娜

郑嘉萱 寮步镇中心小学 四（1）班 《吃饺子》 少儿绘画 苏佳娜

王淳仪 寮步镇中心小学 六（5）班 《过节》 水彩 苏佳娜

黎晓桐 麻涌镇大盛小学 六（1）班 《魅力东莞》 综合绘画 李晓彤

张煜婷 麻涌镇古梅第一小学 四（1）班 《一味一景》 综合绘画 钱爱文

石昕岚 麻涌镇漳澎小学 四（4）班 《龙舟竞赛》 绘画 何卡

彭咏淇 麻涌镇漳澎小学 五（2）班 《龙舟竞渡》 剪纸 黄艺卉

刘轩 南城阳光第二小学 六年级 《魅力东莞》 绘画 叶青定

周泽霖 南城阳光第二小学 六（3）班 《麒麟舞》
绘画（小学高年级
组，4-6年级）

徐东辉

许宝文 南城阳光第二小学 六（1）班 《》 雕塑 王嘉雯

麦芷颖 南城阳光第二小学 四（1）班 《端午系列1》 雕塑画 徐颖君

江沐蕊 南城阳光第二小学 五（8）班 《端午系列2》 雕塑画 徐颖君

漆家瑄 南城阳光第九小学 四（4）班 《东莞美食》 国画 范文

黄柏滔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六（6）班 《七夕贡案》 中国画 何桂斌

熊学亮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四（8）班 《龙舟景》 中国画 何桂斌

夏一晨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四（7）班 《东莞腊肠》 中国画 何桂斌

陈逸曈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四（7）班 《非遗之千角灯》 中国画 何桂斌

郑凯中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四（8）班 《草龙舞》 中国画 何桂斌



王祥瑞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四（6）班 《醒狮》 中国画 何桂斌

吴霖萱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六（7）班 《千角灯》 中国画 厉冉

袁钰婷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 六（7）班 《大岭山烧鹅》 中国画 厉冉

余星瑶 南城阳光第五小学 四（4）班 《华阳湖龙舟赛》 绘画 傅珍珍

谌心怡 桥头镇第三小学 五（2）班 《莞草美织》 绘画 蔡文礼

向芝 桥头镇第四小学 六（3）班 《年味》 版画 莫志河

陈佩雯 桥头镇第五小学 四（2）班 《我回老家过大年》 水彩画 古蕙榕

赖珈颐 桥头镇中心小学 六（5）班 《扎花灯》 国画 陈小雁

赖珈颐 桥头镇中心小学 六（5）班 《我是戏曲迷》 国画 陈小雁

宋美晨 桥头镇中心小学 四（1）班 《我的粤剧梦》 国画 陈小雁

李泳怡 桥头镇中心小学 五（6）班 《东莞戏曲》 国画 赖树旭

莫芷昕 桥头镇中心小学 四（3）班 《传承莫家拳》 国画 陈小雁

罗宇曦 桥头镇中心小学 四（5）班 《少年莫家拳》 国画 陈小雁

刘书溢 清溪镇第二小学 四（3）班 《清溪麒麟舞》 软陶泥塑 刘彦芬

黄侠 清溪镇第二小学 六（2）班 《东莞年味》 软陶泥塑 刘彦芬

刘艺博 沙田镇第一小学 六（3）班 《疍家生活》 烙铁画 陈彩萍

林玥森 石碣镇四海学校 五（6）班 《走遍东莞每一处》 线描 叶艳婷

董心怡 石碣镇四海学校 五（1）班 《花有莞香，粤有音韵》 年画 叶艳婷



陈宇涵 石碣镇文晖学校 四（7）班 《印象.东莞》 绘画 叶翠琪

何明洋 东莞市师范附属小学 四（7）班 《岭南佳果》 水彩 霍永良

陈俊霖 石碣镇中心小学 六（2）班 《榕树下》 水彩 霍永良

雷翔 石碣镇中心小学 五年级 《故园游会》 版画 冼清华

黄粤 石碣镇中心小学 五年级 《泼水节》 版画 冼清华

黄粤 石碣镇中心小学 五年级 《莞邑遗韵》 版画 冼清华

张梦琪 石排镇独洲小学 四（2）班 《醒狮跃高桩》 水墨画 樊倩

黄丽娴 石排镇独洲小学 四（2）班 《广东醒狮》 水墨画 樊倩

骆美辰 松山湖第二小学 五（1）班 《粤剧之美》 绘画 卢虹宇

何藴喆 松山湖第二小学 五（1）班 《光明夜市大排档》 绘画 卢虹宇

刘宇鑫 松山湖第一小学 六（2）班 《传承·发展，心怀东莞》 水彩画 李雪冰

周俞余 松山湖横沥实验学校 六（4）班 《好味东莞》 创意画 童梦谣

钟梓菲 松山湖中心小学 六（1）班 《尊老敬老树新风》 绘画（版画） 倪晓萱

韦艺彤 塘厦镇第一小学 五（1）班 《岭南印象》 绘画 戴京珍

张有瑾 万江第五小学 六（1）班 《斫琴图之一》 国画 张立双

黄嘉琪 万江镇育华小学 六（2）班 《千角灯》 绘画 袁振邦

易梓琪 万江中心小学 四（4）班 《拼搏.进取》 马克笔 陈秋婵

陈诗雅 望牛墩镇新联小学 五（5）班 《我们的魅力东莞》 创意画 黄小燕



樊昕怡 望牛墩镇新联小学 五（4）班 《“鼓”舞》 水墨画 曾雷

侯羽涵 谢岗镇华翔学校 五（5）班 《醒狮》 绘画 李淑贞

邓正奇 樟木头镇鹏程学校 六（5）班 《岭南风情街》 绘画 温小燕

黄嘉荣 长安镇国英小学 六（1）班 《古城狮运》 儿童画 夏慧慧

聂子宸 长安镇培英小学 五（7）班 《莞邑醒狮》 儿童画 李小保

左璟雯 长安镇厦岗小学 五（5）班 《端午》 水彩 庞雅丽

冯嘉怡 长安镇实验小学 五（4）班 《寻味东莞》 马克笔手绘 梁绍银

唐妮 长安镇雅正学校 五（6）班 《狮魂》 绘画 王艺霖

麦颖娴 长安镇中心小学 四（1）班 《美丽·魅力·东莞》 绘画 李曦曦

邓梓妍 中堂镇第二小学 五（3）班 《东坑泼水节》 绘画 李玉珍

霍芷晴 中堂镇第二小学 五（1）班 《端午赛龙舟》 剪纸 李玉珍

尹麒涵 中堂镇第二小学 六（1）班 《传统春节》 绘画 邓静娟

曾紫涵 中堂镇星晨学校 六（3）班 《莞味》 绘画 袁银章

陈月妤 中堂镇中心小学 四（6）班 《和谐莞邑 传承文化》 国画 欧玉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