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有你绘美丽——2022年少儿传统文化美术作品”征集活动初中组入选表

姓名 学校 班级 作品名称 种类 指导老师

罗文俏 常平嘉华学校 八（3）班 《东莞印象》 剪纸 刘亚美

牛书瑶 常平中学初中部 七年级 《岭南古村.东莞印象》 彩铅笔综合画 沈佳林

李佩煊 常平中学初中部 七年级 《岭南古镇》 色彩综合画 沈佳林

黄嘉铧 大岭山新风中学 八（1）班 《客家人在莞》 水彩画 李智威

潘嘉怡 东城实验中学 八（24）班 《我心中的茶山公仔》 手工制作 杜锐玲

徐自瑶 东城实验中学 七（9）班 《东莞传统美食软陶纹样》 手工制作 杜锐玲

应恬然 东城实验中学 八（16）班 《千角灯文创产品》 手工制作 杜锐玲

余敏悦 东城实验中学 七（20）班
《莞邑、莞味、莞情长
(传统手作、美食组画)》

工艺绘画 林雯

邹佳馨 东莞市东城中学 七（23）班 《华阳湖碧道》 绘画 吴丽清

刘怡晴 东莞市光明中学 七（15）班 《莞·都》 彩铅和马克笔 许昕

陈正达 东莞市光明中学 八（13）班 《南社古韵》 青花瓷版画 马丹

陈澜 东莞市光明中学 九（30）班 《美德.东莞》 纸雕 戴丽仪



郭紫嫣 东莞市海德实验学校 九（14）班 《传统广式早点》 软陶立体作品 温缘

胡宽欣 东莞市海德实验学校 八（17）班 《南城小镇》 版画 温缘

梁凯源 东莞市海德实验学校 八（13）班 《东莞古城的欢声笑语》 绘画 温缘

李佳欣 东莞市海德实验学校 九（5）班 《铭记时光的岭南建筑》 绘画 温缘

邬慧妍 东莞市海德实验学校 七（6）班 《小巷》 版画 温缘

林诗媛 东莞市海德实验学校 八（21）班 《花》 版画 温美玲

宋柠鋆 东莞市翰林实验学校 八（14）班 《古镇写韵》 绘画 杨洁莲

范晶晶 东莞市华晟外国语学校 八（2）班 《旧时》 蜡笔画 黄晶

黄恩琪 东莞市济川中学 八年级 《麒麟引凤》 重彩画 王思娜

隋溪浩 东莞市可园中学 七（17）班 《可园春色》 绘画 梁苡芳

李卓颖 东莞市可园中学 八（17）班 《可园的自在鹅》 绘画 梁苡芳

陈颖洁 东莞市寮步中学 七（6）班 《寻味东莞之矮仔腊肠》 水彩画 曾敏娴

周弗淇 东莞市清溪中学 七（1）班 《舞麒麟》 仿铜浮雕 李巧燕

彭怡莹 东莞市石排中学 七（3）班 《莞乡荔园》 国画 曾春媚



刘杨娜 东莞市石排中学 九（16）班 《莞脉传承之非遗进校园》 国画 曾春媚

杜欣靖 东莞市望牛墩中学 七（10）班 《麒麟龙舟》 立体作品 吴敏

陈彬彬 东莞市新世纪英才学校 八（1）班 《校园中的天使》 木刻版画 郭金群

汪迦南 东莞市新世纪英才学校 八（1）班 《天使在行动》 木刻版画 郭金群

李佳琪 东莞市新世纪英才学校 七（5）班 《习大大引导人民奔小康》 木刻画 郭金群

张艺玲 东莞市新世纪英才学校 七（6）班 《清凉一下》 木刻版画 郭金群

黎梓涵 东莞市伊顿海逸外国语学校 八（2）班 《戏曲流芳》 国画 胡文杰

钟国瑜 东莞市中堂中学 八（7）班 《读书》 拼贴绘画 戴文杰

范子卿 东莞外国语学校 八（1）班 《福佑东莞》 水粉 刘嫄

唐展谦 东莞中学初中部 八（10）班 《疍家渔民》 国画 戴腾飞

曾月诗 东莞中学初中部 八（10）班 《春色近人家，山中雁归来》 绘画 雷顺玲

刘雨菲 东莞中学初中部 八（15）班 《老街》 绘画 张峭然

李知行 东莞中学初中部 八（6）班 《生肖形象》 绘画 何伟超

莫星宇 东莞中学南城学校 七（24）班 《繁荣都市》 速写 梁钰莹



钟雯欣 东莞中学南城学校 八（8）班 《印象东莞》 绘画 吴柳燕

方舟 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 七（3）班 《莞灯千角》 版画 谭婉雯

温亚南 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 七（19）班 《舞狮》 版画 黄岸冰

胡琳炜 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 七（8）班 《岭南风光》 版画 黄岸冰

叶子瑶 东华初级中学 八（60）班 《探寻莞邑建筑》 插画 陈韵泰

陈致远 东华初级中学（生态园） 七（60）班 《骑楼》 漫画 张炜峰

苏嘉敏 凤岗翡翠山湖学校 七（4）班 《水库一角》 彩铅 张正伟

黄琼 横沥汇星学校 八（3）班 《祥瑞醒师》 书画 徐秋容

褚孝琳 厚街丰泰外国语学校 八（8）班 《可园一览》 素描 王宁宁

文婕 厚街湖景中学 八（7）班 《莞城一景》 马克笔 蔡诗鸣

尹凯雯 厚街湖景中学 七（16）班 《停泊》 版画 蔡诗鸣

彭榕 厚街湖景中学 七（16）班 《新韵》 版画 蔡诗鸣

何宗龙 虎门成才实验学校 七（6）班 《东莞吉祥年》 马克笔画 谢淑敏

黎芳好 虎门成才实验学校 七（9）班 《张灯结彩迎新年》 水彩画 谢淑敏



梁蕴馨 虎门成才实验学校 七（9）班 《年尾，年味》 马克笔画 谢淑敏

梁靖琦 虎门镇第五中学 七（16）班 《家·过年·乡》 水彩 林洪英

吴乐榆 虎门镇第五中学 八（12）班 《嫲嫲的蒸蟹饼》 油画 钟建平

钟信 虎门镇第五中学 八（7）班 《梦回·东莞》 马克笔 钟建平

许培銮 寮步龙光外国语学校 九（3）班 《航拍视角下的东莞中心》 水彩 陈祥富

周勒楠 寮步镇香市中学 八（7）班 《东莞龙舟》 超轻黏土 黄媚

周勒楠 寮步镇香市中学 八（7）班 《可园》 钢笔画 黄媚

陈育珍 寮步镇香市中学 八（8）班 《寻迹华夏》 手绘、剪贴 黄媚

游欣颖 寮步镇香市中学 八（9）班 《起点》 马克笔绘画 黄媚

李雨寒 寮步镇香市中学 八（16）班 《莞心》 手工制作（纸艺） 钟玉开

杨诗琴 寮步镇香市中学 七（16）班 《除夕》
手工制作（超轻粘

土）
钟玉开

杨画意 寮步镇香市中学 七（16）班 《团圆》
手工制作（超轻粘

土）
钟玉开

梁晓星 寮步镇香市中学 七（13）班 《采青》
手工制作（蛋壳贴

画）
钟玉开

何栩栩 麻涌镇古梅第一中学 八（17）班 《参观鸦片战争博物馆》 国画 黄聪



莫雨晨 麻涌镇古梅第一中学 七（18）班 《骑楼下的舞狮》 绘画 何伟超

邓君彤 南城御花苑外国语学校 八（1）班 《龙舟竞渡》 素描 秦文斌

白镒博 石碣碣识学校 七（5）班 《传承创新》 马克笔画 谢日香

兰艺欣 松山湖南方外国语学校 七（4）班 《农家乐里》 国画 邓丽娜

李彦呈 万江第三中学 九（7）班 《龙舟文化伞系列》 绘画 钟王安

李洪东 谢岗镇华翔学校 八（2）班 《传统文化》 绘画 李淑贞

陈资昂 长安镇实验中学 七（1）班 《莞香花开》 色彩 罗颖科

戴艺潼 长安镇实验中学 七（7）班 《莞邑名园古韵》 国画 罗颖科

文梓楠 长安镇实验中学 七（30）班 《繁华都市》 油画 陈永滨

鲍云茜 长安镇雅正学校 九（1）班 《城里乡间》 素描 钟志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