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类型 姓名 年龄段 地区 学校 

一等奖 

1  书法 樊一笑 儿童 北京 府学胡同小学 

2  书法 孙洢妮 儿童 北京 府学胡同小学 

3  书法 石逸璨 少年 河北 石家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4  国画 李楠 少年 河北 石家庄 42 中学 

5  国画 赖芷萱 少年 福建 厦门双十中学思明分校 

6  国画 刘宇飞 青年 天津 天津美术学院 

7  国画 苏俊先 青年 广东 广州美术学院 

8  绘画 李蓉 青年 安徽 长沙理工大学 

9  摄影 刘瑞琪 少年 北京 五一小学 

10  摄影 葛一飞 少年 四川 成都孔商英美国际学校 

二等奖 

11  书法 石逸凡 儿童 广东 深圳南山二外 

12  书法 王子睿 儿童 北京 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13  书法 王昊 儿童 辽宁 沈阳市南京十校 

14  书法 朱亦田 儿童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15  书法 张逸 少年 浙江 宁波市曙光中学 

16  书法 王林阳 少年 河南 上蔡县文化馆 

17  书法 肖雄 少年 海南 海南省农业学校 



18  国画 贾茹 儿童 山东 济南市经纬小学 

19  国画 陈宇轩 儿童 山东 济南济宁十三中学 

20  国画 白格兰琦 儿童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棒拇指美术学校 

21  国画 张泽鑫 少年 
黑龙

江 
哈尔滨市第七十中学 

22  国画 丁琳琳 青年 河北 廊坊市师范学院 

23  国画 陈超军 青年 海南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 

24  绘画 杨子易 儿童 山东 济南舜文中学 

25  绘画 黄锦钰 少年 广东 惠州市惠阳高级中学 

26  绘画 陈学治 少年 浙江 宁波市奉化江口中学 

27  绘画 吴焕禄 青年 海南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 

28  摄影 郑舒文 儿童 浙江 椒江实验小学 

29  摄影 谢熠 儿童 浙江 杭州市时代小学 

30  摄影 张笑函 少年 山东 济南市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31  书法 吕乐彤 儿童 辽宁 沈阳市南京十校 

32  书法 鲍昱熹 儿童 北京 府学胡同小学 

33  书法 程希文 少年 福建 福州时代中学 

34  书法 张昕蕾 少年 福建 福州华伦中学 

35  书法 林畅 少年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 70 中学 

36  书法 刘人源 少年 广东 深圳市高级中学 

37  书法 徐毅 少年 河南 上蔡县文化馆 

38  书法 张姗姗 少年 河南 上蔡县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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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书法 郭宇鹏 少年 河南 上蔡县文化馆 

40  书法 李梦超 青年 河南 上蔡县文化馆 

41  书法 谢世昌 青年 海南 海南省澄辽县青少年宫 

42  书法 张彦芳 青年 河南 上蔡县文化馆 

43  书法 邱可宁 青年 北京 西交利物浦大学 

44  国画 张楚灿 儿童 广东 深圳市龙园外语实验学校 

45  国画 王思懿 儿童 吉林 延庆市河南小学 

46  绘画 颜嘉妤 儿童 上海 上海虹口三中心小学 

47  绘画 肖锐琦 儿童 北京 北京哈罗英国学校 

48  绘画 葛思毅 儿童 湖南 长沙侯家塘校区 

49  绘画 王可歆 儿童 江苏 南京市力学小学 

50  绘画 万子睿 少年 浙江 义乌市北苑学校初中部 

51  绘画 滕怀文 少年 辽宁 大连市第 37 中学 

52  绘画 孟佳 少年 河北 廊坊二中 

53  绘画 任梦悦 青年 上海 同济大学 

54  版画 谢雨峰 儿童 湖南 大卫美术教育 

55  剪纸 吕思仪 儿童 北京 星河实验小学 

56  剪纸 金善美 儿童 北京 实验二小 

57  摄影 王艺菲 儿童 浙江 湖州市凤凰小学 

58  摄影 傅晗钰 儿童 浙江 杭州市长河小学 

59  摄影 徐浩森 青年 浙江 杭州高级中学 

60  摄影 李世朗 青年 广东 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61  书法 梅玥轩 儿童 北京 海淀区羊坊店第五小学 

62  书法 王子齐 儿童 辽宁 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第一小学 

63  书法 符嘉彧 儿童 辽宁 沈阳市南京十校 

64  书法 陆俊廷 儿童 黑龙江 哈尔滨市清滨小学 

65  书法 熊伟尧 儿童 广东 东莞莞城建设小学 

66  书法 肖熙宇 儿童 北京 府学胡同小学 

67  书法 应逸秋 儿童 北京 府学胡同小学 

68  书法 姚根文 少年 广东 东莞市常平镇振兴中学 

69  书法 王启光 少年 河南 河南上蔡文化馆 

70  书法 姬馨茹 少年 河南 河南上蔡文化馆 

71  书法 焦明博 少年 河南 河南上蔡文化馆 

72  书法 黄金 少年 河南 河南上蔡文化馆 

73  书法 彭天佑 少年 湖南 大卫美术教育 

74  书法 周子瑞 少年 湖南 大卫美术教育 

75  书法 景铉 少年 北京 中关村中学 

76  书法 张若楠 青年 河北 廊坊师范学院 

77  国画 李雨齐 儿童 山东 济宁学院附属小学 

78  国画 王晏如 儿童 浙江 宁波市广济中心小学 

79  国画 石涵月 儿童 北京 大兴区亦庄实验小学 

80  国画 程蔚然 儿童 安徽 滁州市第二小学 

81  国画 衣开 儿童 黑龙江 哈尔滨市萧红中学 



82  国画 金佳莹 儿童 黑龙江 哈尔滨清滨小学 

83  国画 李韦萱 少年 河北 石家庄 42 中 

84  国画 王缘 青年 山东 济南外国语学校 

85  绘画 童岩然 儿童 安徽 芜湖王家巷小学 

86  绘画 赵袆轩 儿童 北京 京源学校小学部 

87  绘画 秦若水 儿童 北京 三里河第三小学 

88  绘画 秦楚凝 儿童 北京 海淀区培英小学 

89  绘画 陈妙怡 儿童 北京 府学胡同小学 

90  绘画 徐澔 儿童 黑龙江 哈尔滨清滨小学 

91  绘画 邢文溪 儿童 黑龙江 哈尔滨清滨小学 

92  绘画 易菲怡 儿童 湖南 大卫美术教育 

93  绘画 鲍天炜 儿童 安徽 滁州市二附小学 

94  绘画 兰松语 儿童 黑龙江 哈尔滨市清滨小学 

95  绘画 凌懿德 儿童 北京 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 

96  绘画 陶儒德 儿童 安徽 合肥市南门小学 

97  绘画 杨天壹 儿童 安徽 亮东方美术教育 

98  绘画 姜雅乔 儿童 辽宁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99  绘画 陈沛萱 儿童 江苏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 

100  绘画 李梓筠 儿童 北京 中关村一校 

101  绘画 孟翼泽 儿童 安徽 林旭教育集团美晨雅阁园 

102  绘画 陶儒申 儿童 安徽 合肥市南门小学 

103  绘画 薛宝妍 儿童 江苏 南京市力学小学 



104  绘画 李小山 儿童 北京 府学胡同小学 

105  绘画 杨千慧 儿童 北京 府学胡同小学 

106  绘画 黄雨欣 儿童 广东 珠海容闳学校 

107  绘画 戴涵灵 儿童 湖南 长沙枫树山小学 

108  绘画 李天成 儿童 北京 府学胡同小学 

109  绘画 林冬儿 儿童 广州 东莞御花园外国语学校 

110  绘画 唐果 儿童 北京 府学胡同小学 

111  绘画 郑灿祺 儿童 广东 深圳市南山区北大附小 

112  绘画 王艺霖 少年 广东 深圳市园岭小学 

113  绘画 黄瑞仪 少年 北京 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114  绘画 姜尚诚 少年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第一分校 

115  绘画 于沐歌 少年 北京 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116  绘画 俞珮玟 少年 福建 厦门市第一中学 

117  绘画 李威 少年 河南 北大附中河南分校 

118  绘画 唐静怡 少年 湖南 大卫美术教育 

119  绘画 孔星徽 少年 北京 北京国际艺术学校 

120  绘画 郑如水 少年 广东 深圳市梅林中学 

121  绘画 黄御风 青年 上海 同济大学 

122  绘画 安洋 青年 河北 廊坊师范学院 

123  绘画 尹满军 青年 河北 廊坊师范学院 

124  绘画 陈凌岚 青年 福建 闽南理工学院蚶江校区 

125  绘画 郑雪晨 青年 河北 廊坊师范学院 



126  绘画 苏玉玲 青年 河北 廊坊师范学院 

127  绘画 晋丽云 青年 河北 廊坊师范学院 

128  绘画 张洺瑄 青年 河北 廊坊师范学院 

129  绘画 莫崇剑 青年 河北 廊坊师范学院 

130  剪纸 李若水 儿童 北京 星河实验学校 

131  剪纸 崔楚悦 儿童 北京 和平里第九小学 

132  摄影 张新宇 儿童 浙江 义乌市实验小学 

133  摄影 魏绫汐 儿童 福建 厦门湖里区实验小学 

134  摄影 于睿鹏 少年 辽宁 大连市第 34 中学 

135  摄影 郎健均 少年 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136  摄影 杨邦霁 少年 北京 北京市师达中学 

137  摄影 杨铭哲 少年 北京 北京市师达中学 

138  摄影 李晋怡 少年 北京 北京市师达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