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 排名 编号 中文名 分校 作品名
排
名2

特等奖 11129 龚帅予 普兰斯堡分校 林中豹群 1

特等奖 10133 曾雅熙 史泰登岛分校
走在回家乡间小路
上的小兔子

2

特等奖 12729 吴峻曦 普兰斯堡分校 蓝域霸主 3

特等奖 11732 王雅茗 李文斯顿分校 我心中的动物世界 4

特等奖 14829 杨静远 普兰斯堡分校 去学校 5

一等奖 10134 郑雨昕 樱桃山分校 未来世界 6

一等奖 10632 李奕欢 李文斯顿分校 元宵舞龙 7

2022 海投全球“华夏杯”绘画大赛
少儿一组 获奖名单



一等奖 10527 韦若清 爱迪生分校 蘑菇屋 8

一等奖 10829 高恺 普兰斯堡分校 乡间秋色 9

一等奖 11432 杨欣诺 李文斯顿分校 故乡情，姐弟行 10

一等奖 12229 王宜宸 普兰斯堡分校 龙的故乡 11

一等奖 11025 虞恺晴 博根分校 美丽森林大家庭 12

一等奖 11633
Olivia 

Zhang
史泰登岛分校 爱·和狗狗做朋友 13

一等奖 10223 戚杰娅 大纽约分校 横行天下 14



一等奖 11133 孟想 史泰登岛分校 自由之树 15

二等奖 14529 洪家杰 普兰斯堡分校 dream castle 16

二等奖 12022 任家锌 纽约中心分校 梦幻糖果屋 17

二等奖 10442 吴筱雅 非华夏学校 年年有鱼 18

二等奖 10426 陈嘉谈 南部分校 鳄鱼 19

二等奖 10539 余沛萱 大费城分校 可爱的小兔子 20

二等奖 10826 戴悦龄 南部分校 鱼 21



二等奖 10928 俞禧乐 理海谷分校 草莓乐园 22

二等奖 11039 艾亦名 大费城分校 中国元素 23

二等奖 12732 赵安真 李文斯顿分校 繁花朵朵 24

二等奖 12829 李昌皓 普兰斯堡分校 两只鹦鹉 25

二等奖 10227 李乐山 爱迪生分校 扑救森林大火 26

二等奖 10537 张朝楠 康州分校 机器蜻蜓 27

二等奖 10729 李牧涵 普兰斯堡分校 沪上升明月 28

二等奖 11741 齐嘉音 密尔本分校 日落归家 29



二等奖 11922
Isabella 

Gao
纽约中心分校

城市机器猫回到恐
龙故乡

30

二等奖 12222 林玟锦 纽约中心分校 大水鸟 31

二等奖 10721 陈美欢 中部分校 朋友 32

二等奖 11242 Su Chen 非华夏学校 动物园 33

二等奖 10532 方正 李文斯顿分校 章鱼房子 34

二等奖 10130 林钰彤 哈德逊分校 会唱歌的蝉 35

三等奖 10138 林钰莹 桥水分校 毛毛虫的世界 36

三等奖 10738 路浩辰 桥水分校 动物城市 37



三等奖 10822 文蒋昊 纽约中心分校 地球四季 38

三等奖 10931 邵玉璋 长岛分校 动物乐园 39

三等奖 11338 宋阳阳 桥水分校 漫威超级英雄 40

三等奖 11532 薛碧云 李文斯顿分校 月亮下的小狐狸 41

三等奖 10431 张清悦 长岛分校 虎年大吉 42

三等奖 10731 邵名谦 长岛分校 太空中的海底神庙 43

三等奖 11241 焦晨溪 密尔本分校 我爱大熊猫 44

三等奖 11328 石悦怿 理海谷分校
梦回故乡：乘龙游
华夏

45



三等奖 10132 杨远和 李文斯顿分校
太空旅行（智能未
来主题）

46

三等奖 11126 梁小钰 南部分校 猫和老鼠 47

三等奖 10228 张子晗 理海谷分校 七彩的小城 48

三等奖 11521 张馨宁 中部分校 螃蟹 49

三等奖 10840 刘帮杰 伯克利分校 猴子 50

三等奖 11134 潘紫安 樱桃山分校 爱在深海 51

三等奖 10837 黄子悦 康州分校 小鳄鱼穿新鞋 52

三等奖 11232 周悠嘉 李文斯顿分校 爸爸和我的滑雪日 53



三等奖 11342 陈逸馨 非华夏学校 飞跃的海豚 54

三等奖 11433 余珮昕 史泰登岛分校 夜色渡轮 55

三等奖 10433 陈宇轩 史泰登岛分校 未来宇宙的奥秘 56

三等奖 10440 季怀恩 伯克利分校 日落 57

三等奖 11138 张天祺 桥水分校 一鸣惊人 58

三等奖 11141 钟承志 密尔本分校 未来城市 59

三等奖 12028 芮乐天 理海谷分校 海洋世界 60

三等奖 11341 高亦扬 密尔本分校 嫦娥和玉兔 61



三等奖 12422 杨采恩 纽约中心分校 快乐的长颈鹿 62

三等奖 12832 王斯林 李文斯顿分校 过新年 63

三等奖 10121 卞婉莹 中部分校 熊猫戏水 64

三等奖 10828 俞苡安 理海谷分校 珍惜这个世界 65

优秀奖 10831 年皖书 长岛分校 智能未来 66

优秀奖 10834 柯伟隆 樱桃山分校 海底世界 67

优秀奖 14531 刘启溱 长岛分校 机器人 68

优秀奖 14929 甘艾玛 普兰斯堡分校 海边度假 69



优秀奖 10142 蕾一 非华夏学校 家园之城 70

优秀奖 10938 姜宜舞 桥水分校
带着我的宠物小兔
去上学

71

优秀奖 12322 江睿姗 纽约中心分校 我爱宠物小精灵 72

优秀奖 14329
Ada 

Didonato
普兰斯堡分校 beautiful castle 73

优秀奖 10623 吴祖雅 大纽约分校 我的家 74

优秀奖 10628 杨子恒 理海谷分校 魔术猫 75

优秀奖 12528 李安娜 理海谷分校 鲤鱼嬉水 76

优秀奖 12134 胡成成 樱桃山分校
记忆中的爷爷奶奶
家

77



优秀奖 12722 任丽欣 纽约中心分校 甜筒冰淇淋 78

优秀奖 10334 赵德恩 樱桃山分校 甘甜梦，中国梦 79

优秀奖 11042 陶安迪 非华夏学校 梦想中的树屋 80

优秀奖 14731 龚苏雨 长岛分校 白尾鹿一家 81

优秀奖 14629 杨景岚 普兰斯堡分校 castle 82

优秀奖 10237 戚易嘉 康州分校 跳舞的兔子 83

优秀奖 10339 张敏 大费城分校 哈利波特 84

优秀奖 11239 王翌杨 大费城分校
未来世界-

可打扫病毒机器人
85



优秀奖 11541 方安晟 密尔本分校 快乐的螃蟹 86

优秀奖 11130 张俊伟 哈德逊分校 怒吼 87

优秀奖 10140 Abigail Liu 伯克利分校
《非洲食蚁兽，不
是食蚁兽》

88

优秀奖 11834 谭雯菁 樱桃山分校 别有洞天 89

优秀奖 10530 黄伊琳 哈德逊分校 凯蒂猫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