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喜迎二十大 争做好少年——手绘最美文物绘
画比赛活动”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所在学校 组别 指导老师 奖项 备注

1 传承红色精神 童建硕 未来计画美术馆 幼儿组 黄 茹 一等奖

2 古陶之美 李言蹊 未来计画美术馆 幼儿组 赵 静 一等奖

3 陶艺坊 蔡骐如 未来计画美术馆 幼儿组 黄 茹 一等奖

4 快乐地图 邱启尧 未来计画美术馆 幼儿组 黄 茹 一等奖

5 青铜 马禹森 未来计画美术馆 幼儿组 陈 玥 二等奖

6 彩陶 万家鑫 乐伯雅艺术学校 幼儿组 杨 莉 二等奖

7 新石器时代·古陶 刘嘉淇 未来计画美术馆 幼儿组 黄 茹 二等奖

8 彩陶 王 开 中卫六幼 幼儿组 高燕华 二等奖

9 有情绪的小瓶子 李致远 育见未来 幼儿组 孟晓晶 二等奖

10 画文物 冯思锐 乐伯雅艺术学校 幼儿组 白雪娇 二等奖

11 最美文物 范瑞瑶 中卫五幼 幼儿组 肖 雪 二等奖

12 汉朝服饰 郭雅瑞 未来计画美术馆 幼儿组 黄亚娟 二等奖

13 画文物 黄思媛 乐伯雅艺术学校 幼儿组 白雪娇 二等奖

14 青花瓷 何熙辰 未来计画美术馆 幼儿组 黄 茹 三等奖

15 我画文物 侯博耀 乐伯雅艺术学校 幼儿组 白雪娇 三等奖

16 彩陶 闫灏霖 乐伯雅艺术学校 幼儿组 赵 薇 三等奖

17 青花瓷瓶 郑若溪 乐伯雅艺术学校 幼儿组 马卓凡 三等奖

18 青花瓷 张馨予 中卫六幼 幼儿组 陈晓怡 三等奖

19 青花瓷的韵味 杨 铭 未来计画美术馆 幼儿组 赵 静 三等奖

20 我的大高塔 顾存霖 育见未来 幼儿组 孟晓晶 三等奖

21 神奇的岩画 申航宏 中卫六小 儿童组 张永慧 一等奖

22 走进博物馆 王玫淇 中卫九小 儿童组 刘淑香 一等奖

23 魅力青花瓷 吴雨航 中卫十一小 儿童组 田 鑫 一等奖

24 堆塑龙纹三彩瓷瓶 倪兆平 中卫六小 儿童组 胡月慧 一等奖

25 游博物馆 杨鸿博 中卫五小 儿童组 沈雪欣 一等奖

26 彩陶 汪铭萱 中卫三小 儿童组 高永林 二等奖

27 非遗文化·皮影 刘 睿 未来计画美术馆 儿童组 赵 静 二等奖

28 青铜剑柄 董佳豪 张洪学校 儿童组 武文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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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彩陶罐 董建邦 中卫十二小 儿童组 魏 聘 二等奖

30 青铜器 刘子戈 未来计画美术馆 儿童组 黄 茹 二等奖

31 彩陶 周成泽 中卫五小 儿童组 王习东 二等奖

32 皈依罐 潘邵涵 中卫九小 儿童组 施 燕 二等奖

33 最美的文物 冯堉环 中卫五小 儿童组 王世云 二等奖

34 走进博物馆 王雅亲 中卫三小 儿童组 王 红 二等奖

35 走进博物馆 刘俊博 中卫三小 儿童组 刘佳颖 二等奖

36 中国美·青花 刘安南 未来计画美术馆 儿童组 张馨月 三等奖

37 走进博物馆 王光耀 中卫三小 儿童组 张亮亮 三等奖

38 共赏文物之美 马佳蕊 未来计画美术馆 儿童组 黄 茹 三等奖

39 岩石壁画 汤启之 中卫九小 儿童组 何芳蓉 三等奖

40 绘瓷瓶 孙嘉嵘 中卫六小 儿童组 陆永荣 三等奖

41 馆藏编钟 张艺鹤 中卫三小 儿童组 冯玉萍 三等奖

42 彩陶文化 张 乾 中卫九小 儿童组 杨晓帆 三等奖

43 一起画文物 刘恒仪 中卫十一小 儿童组 张 瑜 三等奖

44 中卫寻宝之旅 彭 逸 未来计画美术馆 儿童组 黄亚娟 三等奖

45 一起画文物 马文佳 中卫六小 儿童组 刘 虹 三等奖

46 长征 李宇航 中卫七小 儿童组 张润露 三等奖

47 手绘最美文物 李 睿 中卫十二小 儿童组 赵钏杞 三等奖

48 最美的文物 张馨月 中卫三小 儿童组 刘 艳 三等奖

49 古韵彩陶 魏政毅 中卫十一小 儿童组 田 鑫 三等奖

50 灰陶博山炉 武沐珊 中卫六中 儿童组 曹利芳 三等奖

51 走进博物馆 赵智宇 中卫十二小 儿童组 纪君慧 三等奖

52 画博物馆 杜 瑶 中卫一小 儿童组 周 玲 三等奖

53 最美的文物 李玉菡 中卫七小 儿童组 李红娟 三等奖

54 布老虎·虎虎生威 武建树 中卫六小 儿童组 张永慧 三等奖

55 走进博物馆 史思成 未来计画美术馆 儿童组 赵 静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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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最美文物 田梦舒 中卫六小 儿童组 王爱霞 优秀奖

57 陶器 柳奕伊 中卫九小 儿童组 岳晓鹏 优秀奖

58 走进博物馆 李雨馨 中卫十一小 儿童组 张 婷 优秀奖

59 陶器文化奇遇记 陈冠霖 未来计画美术馆 儿童组 黄 茹 优秀奖

60 市博物馆一角 史思睿 中卫三小 儿童组 刘桂芳 优秀奖

61 云游博物馆 梁艺凡 未来计画美术馆 儿童组 张馨月 优秀奖

62 瓷器中国 周语馨 中卫一小 儿童组 黄 昱 优秀奖

63
市博物馆—中国瓷

器
侯思茹 中卫六小 儿童组 杨丽娜 优秀奖

64 彩色文物 高 翔 中卫九小 儿童组 牛芳芳 优秀奖

65 贲巴壶 赵雨婷 中卫五小 儿童组 吴珍燕 优秀奖

66
新时器时代文化陶

罐
訾靖轩 中卫十一小 儿童组 丁冰芝 优秀奖

67 青花瓷的魅力 潘红宇 中卫二小 儿童组 孟晓晶 优秀奖

68 古陶情思 田梓晨 中卫九小 儿童组 徐 婷 优秀奖

69 粉彩仕女瓷罐 侯佳怡 中卫三小 儿童组 高永琳 优秀奖

70 彩陶罐 董涵璇 中卫六小 儿童组 殷许霞 优秀奖

71 香炉生紫烟 胡泽熙 中卫六小 儿童组 张永慧 优秀奖

72 一起画文物 常峻瑜 中卫五小 儿童组 张雅娥 优秀奖

73 滕王阁瓶 黄宇轩 中卫九小 儿童组 黄宗波 优秀奖

74 文物花瓶 王可馨 中卫二小 儿童组 雍小晓 优秀奖

75 铜镜 王千华 中卫四小 儿童组 高 萍 优秀奖

76 最美文物 冯若溪 中卫十小 儿童组 周文娟 优秀奖

77 最美文物 刘小米 中卫五小 儿童组 郑翠娟 优秀奖

78 堆塑龙纹三彩瓷瓶 王俊淇 中卫九小 儿童组 李 娜 优秀奖

79 “宝莲灯” 党可帆 中卫九小 儿童组 施 燕 优秀奖

80 我心目中的陶罐 刘雲博 中卫十小 儿童组 王 艳 优秀奖

81 茧形壶 王艺轩 中卫九小 儿童组 何玉芳 优秀奖

82 方形锡香炉 李 煜 中卫十二小 儿童组 万红娇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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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博物馆之旅 董佳依 中卫十小 儿童组 周立娟 优秀奖

84 陶艺文化 马 玥 阳沟小学 儿童组 马 玥 优秀奖

85
长征精神永远的回

忆
王乾安 中卫一小 儿童组 鲍化普 优秀奖

86 画文物 张宇轩 中卫四小 儿童组 杨 敏 优秀奖

87 彩陶 袁 满 中卫九小 儿童组 马会玲 优秀奖

88 中国古陶 马坤政 中卫十二小 儿童组 魏 聘 优秀奖

89 彩陶 拓明朗 中卫六小 儿童组 雍桂花 优秀奖

90 荷花瓷瓶 蕲雅婷 中卫九小 儿童组 拓雪香 优秀奖

91 中国瓷器 秦博雅 中卫五小 儿童组 牛芳芳 优秀奖

92 最美文物 师 念 中卫六小 儿童组 周晓辉 优秀奖

93 走进博物馆 温明宁 中卫七小 儿童组 冯 波 优秀奖

94 皮影 解旭东 中卫十一小 儿童组 田 鑫 优秀奖

95 走进博物馆 秦牧宽 中卫九小 儿童组 王晓娜 优秀奖

96 青花山水人物大盘 王馨仪 中卫七小 儿童组 孟晓晶 优秀奖

97 最美的文物 惠雅晗 中卫三小 儿童组 拓万萍 优秀奖

98 彩瓶 杨语萌 中卫九小 儿童组 张丽丽 优秀奖

99 一起画文物 马 莱 中卫十一小 儿童组 温 静 优秀奖

100 青花古韵 田若汶 中卫二小 儿童组 梁思皓 优秀奖

101 瓷器 闫梓涵 中卫六小 儿童组 牛 丽 优秀奖

102 彩陶 宋昕诺 中卫七小 儿童组 何晓霞 优秀奖

103 彩陶 冯紫祺 中卫六小 儿童组 杜丽娜 优秀奖

104 看得见的历史 王琳博 中卫三小 儿童组 常朋瑞 优秀奖

105 滕王阁瓶 徐晨曦 中卫九小 儿童组 杨彩云 优秀奖

106 彩陶 张梦晨 中卫三小 儿童组 王丽娟 优秀奖

107 陶罐 王梓桐 中卫十二小 儿童组 路元懿 优秀奖

108 水壶 朱雅轩 中卫五小 儿童组 汪 辉 优秀奖

109 一只陶罐 孙颢瑜 中卫六小 儿童组 南志宏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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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彩陶 崔允浩 中卫吴小 儿童组 陈 咪 优秀奖

111 绿瓶 朱文博 中卫五小 儿童组 张 芳 优秀奖

112 水壶 朱雅轩 中卫五小 儿童组 汪 辉 优秀奖

113 编钟 王欣怡 中卫二小 儿童组 张萍萍 优秀奖

114 瓷瓶组合 李月晨 中卫五小 儿童组 李红燕 优秀奖

115 陶罐兄弟 陈保升 中卫六小 儿童组 陈生旭 优秀奖

116 瓶瓶罐罐一家亲 张琬卿 中卫一小 儿童组 侯晓茹 优秀奖

117 陶罐分镜 李 茹 中卫五小 儿童组 张学娇 优秀奖

118 彩瓶 秦广淼 中卫九小 儿童组 毕春瑶 优秀奖

119 画陶罐 黎梓坤 中卫三小 儿童组 朱佳鑫 优秀奖

120 荷花瓷瓶 罗雅辰 中卫九小 儿童组 曹巧玉 优秀奖

121 市博物馆白釉瓷瓶 黄雪彤 中卫五小 儿童组 张芙蓉 优秀奖

122 青花瓷 靳茜雯 中卫一小 儿童组 吴珍燕 优秀奖

123 彩瓶 马浩然 中卫九小 儿童组 张丽丽 优秀奖

124 陶器 张佳钰 中卫六小 儿童组 张永慧 优秀奖

125 青花瓷瓶 武建树 中卫六小 儿童组 张永慧 优秀奖

126 瓷器大彩绘 马丽娜 中卫二中 青少年组 宋 倩 一等奖

127 时代印证·马灯 潘逸萱 中卫二中 青少年组 陆瑞娇 一等奖

128 我看市博物馆 雍 远 张洪学校 青少年组 武文强 一等奖

129 双耳彩陶罐 贾宏玉 中卫六中 青少年组 何红花 一等奖

130 烟斗 武戈媗 中卫六中 青少年组 曹利芳 一等奖

131 青铜器盆·分镜 何佩仪 中卫四中 青少年组 张春霞 二等奖

132 博物馆编钟 张政楠 中卫五中 青少年组 张 越 二等奖

133 绿釉陶锺 丁 瑜 中卫中学分校 青少年组 石 华 二等奖

134 陶器 黄晓钰 中卫中学分校 青少年组 石 华 二等奖

135 水彩画 俞思颖 中卫六中 青少年组 何红花 二等奖

136 皈依罐 祁梦圆 中卫七中 青少年组 赵 青 二等奖



- 6 -

137 主席像章 雷若瑄 中卫七中 青少年组 徐淑娟 二等奖

138 手绘铜壶 冯语晴 中卫七中 青少年组 秦 荣 二等奖

139 博物馆·红色经典 冯子轩 中卫七中 青少年组 王 娜 二等奖

140 青花瓷 王琳涵 中卫五中 青少年组 王雪纯 二等奖

141 双系彩陶锺 林子杨 中卫中学分校 青少年组 石 华 三等奖

142 彩铅-铜盆 周佳瑞 中卫二中 青少年组 陆瑞娇 三等奖

143 荷花瓷瓶 李 玲 中卫二中 青少年组 周兆兰 三等奖

144 古老的铜锅 马寅豪 中卫二中 青少年组 李迎龙 三等奖

145 陶器 李钰婷 中卫九中 青少年组 樊亚茹 三等奖

146 陶器艺术 段竹倩 中卫中学分校 青少年组 石 华 三等奖

147 陶罐的艺术 杜心蕾 中卫五中 青少年组 刘学英 三等奖

148 彩陶 孙欣怡 中卫七中 青少年组 秦 荣 三等奖

149 蓝瓷瓶 王 欢 中卫九中 青少年组 李占磊 三等奖

150 彩陶 冯馨慧 中卫四中 青少年组 万志军 三等奖

151 瓷瓶 张 宁 中卫中学分校 青少年组 石 华 三等奖

152 常乐汉墓随葬品 王奕姿 中卫中学分校 青少年组 石 华 三等奖

153 青花瓷瓶 张芊芊 中卫中学分校 青少年组 石 华 三等奖

154 青花缠枝莲纹瓷瓶 朱 乐 中卫中学分校 青少年组 石 华 三等奖

155 遨游神奇博物馆 宋 燃 中卫九中 青少年组 周静宜 三等奖

156 煤油灯 严婧榕 中卫七中 青少年组 赵 青 三等奖

157 菜园遗址 张梦思 中卫中学分校 青少年组 石 华 三等奖

158 堆塑龙纹三彩瓷瓶 梁 朔 中卫中学分校 青少年组 石 华 三等奖

159 陶艺术 李锦玉 中卫中学分校 青少年组 石 华 三等奖

160 陶瓷罐子 王秀婧 中卫中学分校 青少年组 石 华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