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 排名 编号 中文名 分校 作品名
排
名2

特等奖 10340 俞心安 伯克利分校 故乡 1

特等奖 10939 艾若名 大费城分校 故乡的年味 2

特等奖 10129 朱丽安 普兰斯堡分校 水乡春色 3

特等奖 11325 林子晴 博根分校 双雀图 4

特等奖 11323 毛奕君 大纽约分校 遇见未来 5

一等奖 11625 何诗彤 博根分校 繁花尽处皆是春 6

一等奖 10929 高毅 普兰斯堡分校 夏日舞梦 7

2022 海投全球“华夏杯”绘画大赛
少儿三组 获奖名单



一等奖 12041 何佳凝 密尔本分校 可爱的动物 8

一等奖 11542 杨恩语 非华夏学校 花虫 9

一等奖 10420 杨睿滢 北部分校 故乡人 10

一等奖 12632 周宇宸 李文斯顿分校 甜美小镇 11

一等奖 10231 郑思翰 长岛分校 父亲 12

一等奖 14631 陈妮可 长岛分校 蝴蝶与玫瑰 13

一等奖 10521 唐宝宁 中部分校 神奇青蛙 14

一等奖 11832 段新页 李文斯顿分校 夏日蝴蝶 15



一等奖 10241 焦晨洋 密尔本分校
节约能源，保护地
球，拯救生命

16

一等奖 10941 钟知璇 密尔本分校
保护动物，与自然
和谐共存

17

二等奖 10925 潘美伊 博根分校 《3027》 18

二等奖 11623 陈俐茗 大纽约分校 丛林女王 19

二等奖 10529 王汐熎 普兰斯堡分校 戏夏 20

二等奖 12728 金瑾 理海谷分校 大家的家 21

二等奖 13122 李壮壮 纽约中心分校 秋光暮色 22

二等奖 12529 安家禾 普兰斯堡分校 Seasons of Beauty 23



二等奖 11722 马牧骁 纽约中心分校 母与子 24

二等奖 11438 琳琳 桥水分校 鱼戏莲叶间 25

二等奖 12029 高菲菲 普兰斯堡分校 梦之旅 26

二等奖 11023 邱迪 大纽约分校 宇宙猴和我 27

二等奖 10141 康乐乐 密尔本分校 2022北京冬奥会 28

二等奖 10922 聂思齐 纽约中心分校 狼 29

二等奖 11125 金亦安 博根分校 闲暇时光 30

二等奖 11734 徐爱薇 樱桃山分校 猫头鹰 31



二等奖 11934 刘一辰 樱桃山分校 气球上望故乡 32

二等奖 11022 朱天天 纽约中心分校 智能未来 33

二等奖 12329 王梓深 普兰斯堡分校 宇宙之眼 34

二等奖 10128 杨友亮 理海谷分校 梦回金门大桥 35

二等奖 11423 张子清 大纽约分校 我的猫Misty 36

二等奖 14029 蔡张怡 普兰斯堡分校 我们的大中华 37

三等奖 10423 李宇恬 大纽约分校 快乐来自于...... 38

三等奖 10528 李屹涵 理海谷分校 两只老虎 39



三等奖 10538 孙嘉晔 桥水分校 和谐共生 40

三等奖 10627 孙怡轩 爱迪生分校 动物世界 41

三等奖 11230 张紫樱 哈德逊分校 小熊猫包 42

三等奖 11522 邱靖雯 纽约中心分校 自在飞花轻似梦 43

三等奖 10638 刘玥霏 桥水分校 美丽中国 44

三等奖 10739 Kevin Song 大费城分校
公鸡，公鸡，真美
丽

45

三等奖 10825 管梓曦 博根分校 未来水上家园 46

三等奖 11028 澜澜 理海谷分校 雾山 47



三等奖 11628 张爱米 理海谷分校 家乡的味道 48

三等奖 11828 陈秋涵 理海谷分校 动漫少女 49

三等奖 10139 王语诗 大费城分校 故乡 50

三等奖 10740 张振凯 伯克利分校
五颜六色的海洋生
物

51

三等奖 10741 Angela Zou 密尔本分校 斑马 52

三等奖 10930 潘家玥 哈德逊分校 一杯咖啡 53

三等奖 11329 张曦爻 普兰斯堡分校 端午 54

三等奖 12129 王馨满 普兰斯堡分校 朋友与宠物 55



三等奖 13028 林家乐 理海谷分校 未来的火焰车 56

三等奖 10137 戚易明 康州分校 和睦 57

三等奖 10838 姜宜文 桥水分校 好奇的小猫 58

三等奖 10940 陈未星 伯克利分校 花栗鼠 59

三等奖 11229 沈昱尧 普兰斯堡分校 鹦鹉 60

三等奖 11641 黄诗蓓 密尔本分校 百兽之王 61

三等奖 10333 陈博轩 史泰登岛分校 梦回江南 62

三等奖 11525 陈博泉 博根分校 海龟 63



三等奖 11626 蔡昊霆 南部分校 家園守護神 64

三等奖 11726 蔡穎琦 南部分校 家鄉林村許願樹 65

三等奖 11932 张诗尧 李文斯顿分校 松鼠 66

三等奖 12128 艾佳安 理海谷分校 奔向太空 67

优秀奖 13322 Zoe Liu 纽约中心分校 宝可梦 68

优秀奖 10221 王露露 中部分校 3000 年我们会飞 69

优秀奖 10441 丁丽莲 密尔本分校 逐梦女孩 70

优秀奖 10630 楚晴 哈德逊分校 深海钓鱼者 71



优秀奖 10823 苏雨润 大纽约分校 睡梦中的小熊 72

优秀奖 10937 苏佳羽 康州分校 虎虎生威 73

优秀奖 11234 Ella Wang 樱桃山分校 漂泊的茉莉花 74

优秀奖 11428 钟若暄 理海谷分校 向阳花 75

优秀奖 10222 施楚卿 纽约中心分校 动漫美少女 76

优秀奖 10320
Brandon 

Wang
北部分校 熊猫 77

优秀奖 11040 陈未来 伯克利分校 怕洽购 78

优秀奖 11530 文保罗 哈德逊分校 丰收的葡萄园 79



优秀奖 11733 陈贝怡 史泰登岛分校 自由女神 80

优秀奖 12328 司瀛方 理海谷分校 走，跟我来西安！ 81

优秀奖 14431 刘怡溱 长岛分校 四季 82

优秀奖 10325 齐怡琳 博根分校 南瓜 83

优秀奖 10734 柯菲娜 樱桃山分校 巨眼之谜 84

优秀奖 11841 吴恺莉 密尔本分校 长颈鹿 85

优秀奖 12628 杨正浩 理海谷分校 费城唐人街 86

优秀奖 11534 吕静雯 樱桃山分校 恬睡的老虎 87



优秀奖 10331 郑思晴 长岛分校 人生 88

优秀奖 10434 任晓曦 樱桃山分校 自然风光 89

优秀奖 11634 吕俊锋 樱桃山分校 可爱的小狗 90

优秀奖 10329 马佳祺 普兰斯堡分校 放灯 91

优秀奖 10330 黄安娜 哈德逊分校 印象中的中秋佳节 92

优秀奖 11334 曾佐福 樱桃山分校 我的爱好 93

优秀奖 10430 黄安琪 哈德逊分校 冰淇淋猫 94

优秀奖 12228 陈欣瑶 理海谷分校 夏天 95



优秀奖 10728 俞钧宝 理海谷分校 黄鹤楼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