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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好少年.强国一代有我

——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主题活动优秀作品名单（第四批）

2022年 10月 10日

姓名
性

别
组别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指导

老师
学校及班级

白宇轩 女 少儿组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朗诵 马晓梅 北京市顺义区裕达隆小学四年级 1班

蔡子昂 男 少儿组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朗诵 吴敏 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三年级三班

曾荻珈 男 少儿组 百年红船 快板 张世源 广州市番禺区珊瑚湾畔小学五 2班

曾予晗 女 少儿组 童心向党 喜迎党的二十大 绘画 徐军 湖北省武汉市钢城第十七小学六年级（3）班

陈浩睿 男 少儿组 大江歌罢掉头东 朗诵、演唱、

小提琴表演

吴绮媚 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培正小学三年（6）班

陈浩轩 男 青少年组 大江歌罢掉头东 朗诵、演唱、

小提琴表演

吴绮媚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初一（6）班

陈颢煜 男 少儿组 赤子丹心夏明翰 讲解 吴祺 武汉市武昌区棋盘街小学候补街校区 四（7）班

陈来雨 男 少儿组 爱莲说 硬笔书法 刘维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育新小学六年级 1702班

陈来雨 男 少儿组 蓝天保卫战 手抄报 刘维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育新小学六年级 1702班

陈妙熙 女 少儿组 党是太阳我是花 硬笔书法 孙国红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高新小学 二年级（4）

陈妙熙 女 少儿组 我的家园 绘画 王芳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高新小学 二年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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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汐 女 少儿组 冬奥冰雪情 视频 杨芳 周

韩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小学三（4）班

陈彦汐 女 少儿组 习主席寄语 书法 杨芳 夏

紫琳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小学三（4）班

陈梓橦 女 少儿组 诗词歌赋精选 硬笔书法 张翼 四日省贡市富顺县富世街道北湘实验学校五年级十一班

陈梓橦 女 少儿组 书山有路勤为经 书法 张翼 四日省贡市富顺县富世街道北湘实验学校五年级十一班

崔净雅 女 少儿组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朗诵 王媛媛 江苏省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小学部二（1)班

崔铭璨 女 少儿组 强国有我 绘画 郭晓蓉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五年级 13班

戴于然 女 少儿组 平凡的红星在闪耀 征文 金海霞 浙江省温州市瓦市小学六（6）班

邓正煊 男 少儿组 强国有我 国画 刘雪琴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新城区第一小学四年级二班

邓正煊 男 少儿组 喜迎党的二十大 硬笔书法 刘雪琴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新城区第一小学四年级二班

董言铭 男 少儿组 科技强国 未来有我 绘画 王月 南京市白下高新小学 二年级 2班

董言铭 男 少儿组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硬笔书法 李国红 南京市白下高新小学 二年级 2班

范舒艺 女 少儿组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征文 梁进 长沙市长郡雨花外国语第一附属小学 二年级 7班

方嘉悦 女 少儿组 歌唱二小放牛郎 演讲 王婷 武汉市光谷实验小学 303班

方嘉悦 女 少儿组 望月怀远 硬笔书法 王婷 武汉市光谷实验小学 303班

方嘉悦 女 少儿组 我的教育故事 征文 殷春莹 武汉市光谷实验小学 303班

符筱 女 少儿组 爱在未来 绘画 贺佳璐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二年级 7班

符筱 女 少儿组 中国话 朗诵 贺佳璐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二年级 7班

符筱 女 少儿组 少年，少年！ 诗歌 贺佳璐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二年级 7班

高加于 男 少儿组 我眼中的火焰蓝 朗诵 胡琴乐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实验小学三年（8）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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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歆然 女 少儿组 我爱你，中国的汉字 朗诵 张丰   重庆市九龙坡区彩云湖小学三年级（8）班

广州市越秀区

东山培正小学

少儿组 寻访乡村发展史，争当时代好队员 研学 吴绮媚 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培正小学三年（6）班

郭久醇 男 少儿组 七律.长征 朗诵 吕美凤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计算机实验小学五年级（3）班

郭久醇 男 少儿组 少年中国说（节选） 硬笔书法 吕美凤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计算机实验小学五年级（3）班

郭美琳 刘芯

蕊 纪卓妍 范

胡语婷

少儿组 美丽中国 朗诵 叶璟 李

雅雅

丽水经济开发区第一小学 五年级（1）班

郭圆艺 女 少儿组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绘画 郭晓蓉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四年级 7班

郭芷欣 女 少儿组 大写的中国 朗诵 王蕙茹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五（2）班

郭子畅 女 少儿组 爱国英雄钱学森 朗诵 樊建超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学校三年级（11）班

何佳讯 女 少儿组 喜上眉梢 国画 江西省乐平市第一小学六年级三班

何佳讯 女 少儿组 爱我神州 篆刻印屏 江西省乐平市第一小学六年级三班

侯富鑫 女 少儿组 强国有我 请党放心 硬笔书法 刘雪琴 武威市新城区第一小学，四年级二班

胡育铭 男 少儿组 朴素的志愿精神 征文 杨胜兰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卓锦分校 四年级二班

胡育铭 男 少儿组 四川革命烈士车耀先 讲解 杨胜兰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卓锦分校 四年级二班

胡梓韩 男 少儿组 好少年强国梦 剪纸 郑秀组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梅龙小学 301班

黄嘉毅 男 少儿组 示儿 硬笔书法 许丽霞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铺头小学六年（1）班

黄彦灵 女 少儿组 人文南京/人文地铁 绘画 胡以凡 南京市天妃宫小学 一年级 12班

黄彦灵 女 少儿组 少年中国说 朗诵 胡以凡 南京市天妃宫小学 一年级 12班

黄钰凌 女 青少年组 百年红船 朗诵 张世源 广州外国语学校初二 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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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嘉琳 女 少儿组 喜迎党的二十大 绘画 杨苹 深圳市港人子弟学校五年级二班

霍嘉琳 女 少儿组 尊师重道 征文 洪仕英 深圳市罗湖区港人子弟学校五年级二班

霍嘉琳 女 少儿组 盛世中国 朗诵 深圳市罗湖区港人子弟学校五年级二班

亢景怡 女 少儿组 读中国 朗诵 续莹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城关小学五年级二班

郎品博 男 少儿组 祖国颂 朗诵 秦涛涛 湖北省武汉市华师一附中光谷汤逊湖学校 607班

雷维伊 女 少儿组 渔舟唱晚 古筝演奏 夏红 武汉市江岸区新村小学 306中队

李若妤 女 少儿组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诺尔曼.白求恩 讲解 赵晓琳 石家庄市新华区合作路小学五年级九班

李熙 连增 谢

舒妍 王瀚崧 

林汇渊 蓝梓

仪

少儿组 共和国之光 朗诵 林月华 广东省广州市康有为纪念小学四年 2班

李依黛 女 少儿组 喝彩 征文 黄娇 成都市成华小学 五年级二班

李知谦 男 少儿组 时代好少年，强国一代有我 绘画 郭晓蓉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五年级 6班

刘若辰 女 少儿组 不沉的船 朗诵 陈晶 钟家村小学四年级八班

刘熙隽 女 少儿组 少年中国说 朗诵 吴老师 上海周浦实验学校五 6班

刘奕然 女 少儿组 寻访新四军第一派出所旧址 讲解 杜祥艳 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五（10）中队

刘雨萱 女 少儿组 乘风破浪强国一代 绘画 郭晓蓉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五年级 9 班

刘雨瑶 女 少儿组 倔强的小红军（改编） 朗诵 王婷 江苏省南京怡馨花园小学三年级（1）班

刘禹辰 男 少儿组 梅兰芳蓄须 朗诵 郭瑶 江苏省南京北京东路小学五（1）班

刘子葕 女 青少年组 做个新时代好少年 书法 谢飞 常州市钟楼外国语学校 708班

栾语昕 女 少儿组 中华山水 国画 张玉立 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五年级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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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慧锦希 女 少儿组 喜迎二十大 强国复兴有我 绘画 陈思寒 马鞍山市深业小学

毛懿涵 女 少儿组 摘星星的航天女神王亚平 演讲 李芬标 广州市金沙洲新正小学

欧晨涵 男 少儿组 从军行 硬笔书法 吴崇娟 仙游县枫亭镇铺头小学六年(2)班

欧晨涵 男 少儿组 中国的“七十二变” 征文 吴崇娟 仙游县枫亭镇铺头小学六年(2)班

潘妍希 女 少儿组 中国话 朗诵 霍艳芬 佛山市第二十四小学三年级（2）班

潘妍希 女 少儿组 童心向党 硬笔书法 霍艳芬 佛山市第二十四小学三年级（2）班

申雯睿 女 少儿组 小萝卜头 朗诵 王祉薇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第一小学四年级二班

深圳市罗湖区

港人子弟学校

少儿组 中华颂 朗诵 杨苹 深圳市罗湖区港人子弟学校

石雪儿 女 幼儿组 喜迎党的二十大 绘画 祝昭琼 武汉市硚口区崇仁寄宿学校

石雪儿 女 幼儿组 喜迎党的二十大 演唱+朗诵 韩花 武汉市硚口区崇仁寄宿学校

石雪莱 女 少儿组 亲爱的党 朗诵 祝嘉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崇仁寄宿学校六（3）班

史慧秀 女 少儿组 喜迎十二大.助残新征程 田露璐 江苏省南京市天妃宫小学 二年级（4班）

宋雨萱 女 少儿组 百年行进二十大 硬笔书法 陈玉萍 武威市新城区第一小学二年级二班

苏逸亮 男 少儿组 鲤鱼穿梭游戏 绘画 许丽霞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铺头小学五年(1)班 

孙嘉伊 女 青少年组 传承红色基因，强国复兴有我 征文 许倩倩 新乡市外国语中学（一中东校区）初一三班

谭晴晴 女 少儿组 历成长之路，谱青春之歌 演讲 邝宝珠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大元帅府小学六（6）班

唐傲远 男 青少年组 和平 绘画 张梦芸 重庆实验外国语学校初 2025届 25班

汪可星 男 少儿组 松仁玉米 美食讲解 辛莉 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奥林小学三（1）班

汪思妤 女 少儿组 喜迎党的二十大 硬笔书法 颜冯菁 南京汉开书院学校四（3）中队

王露璇等 青少年组 我的附中我的青春 音乐剧 张妤 任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高中部 校“one star”音乐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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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耀

王沐晗 女 少儿组 百年筑梦.强国有我 绘画 郭晓蓉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五年级 9 班

王炜程 曾平

宇 郭美琳 范

胡语婷

少儿组 月光下的中国 朗诵 叶璟 李

雅雅

丽水经济开发区第一小学 五年级（5）班

韦晨依 女 少儿组 最美黄鹤楼 绘画 徐老师 铁四院小学

韦晨依 女 少儿组 生命的冰雕 绘画 徐老师 铁四院小学

魏小茜 女 少儿组 清风徐来（扇面） 书法 天津市北辰区模范小学五年五班

魏之栋 男 少儿组 清风明月本无价 书法 薄英瑶 天津市北辰区模范小学三年六班

邬子涵 女 少儿组 重温&传承 摄影 羌玉麒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五年级 1班

吴枫豪 男 幼儿组 星空与向日葵 绘画 周南 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教育幼儿园大 2班

吴若辰 女 少儿组 梦想 绘画 卫然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二年级（5）班

吴双 男 少儿组 强国少年 绘画 孟梦 江苏省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明发滨江分校四年级 5班

吴双 男 少儿组 丰碑 朗诵 孟梦 江苏省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明发滨江分校四年级 5班

伍若溪 女 少儿组 我和武则天有个约会 征文 王熹微 四川省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五年级 3班

伍若溪 女 少儿组 乡愁 书法 王熹微 四川省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五年级 3班

伍若溪 女 少儿组 喜迎党的二十大 绘画 王熹微 四川省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五年级 3班

夏梓桐 女 青少年组 战斗英雄张国富福 演讲 许雅丽 广州市育才中学七年级

徐熙然 女 少儿组 丰碑 朗诵 陈小莉 青羊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六年级 3班

杨翰文 男 少儿组 大爱无疆，慈心似水 书法 金际友 合肥一捌六玖瑰园小学（东校区）五（六）班

杨昊哲 男 青少年组 热爱祖国，强国有我 绘画 周舟 株洲市星雅实验学校初三年级 201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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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沐溪 女 少儿组 少年中国说（节选） 硬笔书法 李国红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农业大学实验小学五年级（5）班

杨熙辰 男 青少年组 塞下曲 书法 顾佳洪 苏州市景范中学校初一八班

杨忻如 女 少儿组 美丽中国 朗诵 谭小琳 武汉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2）班

姚泓峥 男 少儿组 清荷 国画 王乐 武汉市园博园学校三（3）班

姚泓峥 男 少儿组 誓言寄到天安门 征文 郭灵 武汉市园博园学校三（3）班

叶昕妍 女 少儿组 历史上的孤勇者 征文 甘易平 四川省宜宾市黄冈实验学校六年级三班

易彦姝 女 少儿组 藏在门后的家风 征文 李继华 武汉市广埠屯小学六年级（1）班

张镫戈 男 少儿组 追寻先烈足迹 传承红色精神 朗诵 周晓梅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武汉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四（3）班

张镫戈 张镫

予

少儿组 美味的化学反应 讲解 周晓梅 

李云志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武汉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四（3）班/一

年级（1）班

张镫予 男 少儿组 雪花 演唱 李云志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武汉理工大学附属小学一（1）班

张菡钰 女 少儿组  致凡人英雄—罗勇 征文 周胜兰 成 都 市 锦 江 区 银 杏 小 学 五年级一班

张祺煊 女 少儿组 中国话 朗诵 陈珊 湖北省武汉市余家头小学六年级（2）班

张钦瓒 男 少儿组 手拉手，心连心，爱有疆！ 征文 曹定金 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三年级 10班

张钦瓒 男 少儿组 舒伯特小夜曲 钢琴演奏 彭羚 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三年级 10班

张钦瓒 男 少儿组 金属的置换反应 化学实验 曹定金 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三年级 10班

张钦瓒 男 少儿组 富强、民主、文明 绘画 曹定金 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三年级 10班

张新越 女 少儿组 红领巾心向党 演讲 殷爱丽 山东省莘县莘亭街道中心小学六年级 2班

张宜晨 女 少儿组 白云泉 硬笔书法 宁波市费市小学 303班

张艺轩 男 青少年组 青春中国 朗诵 何珊 湖北省鄂州市第一中学九（17）班

张知贤 女 少儿组 五星红旗是我们的骄傲 朗诵 史丽 湖北省黄冈市实验小学三年级（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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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紫晴 女 少儿组 时代中国 绘画 郭晓蓉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五年级 6班

赵俊哲 男 少儿组 读《中共历史上的杰出领导人——毛泽东》

有感

征文 贾莉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岱道庵小学五年级二班

赵梓含 女 少儿组 喜迎党的二十大，青春心向党，奋进新征程 演讲 天津市第四中学七年级四班

郑帆淇 女 少儿组 中国“太空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演讲 李玉婷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小学三年级

郑晓丹 女 青少年组 强国有我——航天梦 剪纸 郑秀组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梅龙小学六年级一班

周书平 女 青少年组 踔厉奋发立志向，风华正茂扬船帆 征文 邓选军 湖南省道县东洲学校九年级 6班学生

周庭亦 男 少儿组 少年中国说 朗诵 杨梅 武汉枫叶学校六年级九班

周庭亦 男 少儿组 国潮腾起 征文 杨梅 武汉枫叶学校六年级九班

周轩竹 女 少儿组 五律 看山 篆书 魏国 南京市雨花区实验小学善水湾分校五（3）

周玥彤 女 青少年组 大漠敦煌 诗歌朗诵 杨雨霏  

曾晓冰

广铁一中天峰中学九（4）班

周子晴 女 少儿组 喊月亮 舞蹈 吴崇娟 枫亭铺头小学五年(2)班

卓昊然 男 少儿组 我爱你中国 摄影 周老师 无锡市天一第三实验小学三（1）班

卓昊然 男 少儿组 我爱你中国 硬笔书法 周老师 无锡市天一第三实验小学三（1）班

卓昊然 男 少儿组 我爱你中国 征文 周老师 无锡市天一第三实验小学三（1）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