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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 10526 杜立欧 南部分校 明月华夏共古今 1

特等奖 10242 阮萌 非华夏学校 魂牵梦绕 2

特等奖 11332 王杭之 李文斯顿分校 宁静的池塘 3

特等奖 10126 劉煊垚 南部分校 龙欢玉兔喜气来 4

特等奖 10839
Hannah 

Lu
大费城分校 华夏音乐会 5

一等奖 10438 汤牧妍 桥水分校 花季 6

一等奖 10122 王奕涵 纽约中心分校 树林月光 7

2022 海投全球“华夏杯”绘画大赛
少儿二组 获奖名单



一等奖 10923 俞身原 大纽约分校 小河和船 8

一等奖 10235 安家卉 东部分校 我们爱自然 9

一等奖 10238 汤牧妍 桥水分校 熊猫 10

一等奖 11029 董欣佩 普兰斯堡分校 望乡 11

一等奖 11822 王韵荃 纽约中心分校 余晖 12

一等奖 10332 蔡子骏 李文斯顿分校 方方的奇妙农场 13

一等奖 10338 汤牧妍 桥水分校 物语 14

一等奖 10432 万思阳 李文斯顿分校 远古动物天地 15



一等奖 11422 艾闽仪 纽约中心分校 一个地球 16

二等奖 10525 江欣仪 博根分校 狗戏花 17

二等奖 11038 张天艺 桥水分校 多彩的树林 18

二等奖 10225 齐瑞琳 博根分校 月夜 19

二等奖 10542 张小钰 非华夏学校 花猫 20

二等奖 11238 高曼达 桥水分校 梦中的故乡 21

二等奖 10131 曾梓茹 长岛分校
故乡的春天: 

百卉争妍
22

二等奖 10239 刘默娜 大费城分校 车轮上的彩虹未来 23



二等奖 10732 李忆乔 李文斯顿分校 春江花月夜 24

二等奖 11528 王婷语 理海谷分校 时来运转 25

二等奖 10425 马杰希 博根分校 归来 26

二等奖 10226 俞晨冉 南部分校 魔法城市 27

二等奖 10642 何瑜杰 非华夏学校 热闹的雨林 28

二等奖 11426 黄安安 南部分校 爱的颂歌 29

二等奖 13222 李丁丁 纽约中心分校 山水云间 30

二等奖 12532 赵明远 李文斯顿分校 蚂蚁的家 31



二等奖 10626 周嘉珺 南部分校
有兔爰爰，怡然自
得

32

二等奖 11928 芮乐山 理海谷分校 牡丹虾 33

二等奖 13228 牛璟熙 理海谷分校 极速特快 34

二等奖 10421 郑雨橙 中部分校 蚂蚁王国 35

二等奖 10540 陈芷瑶 伯克利分校 线描孔雀 36

二等奖 14729 申依辰 普兰斯堡分校 逐鹿 37

三等奖 11925 周芯雨 博根分校 夏天的兔子 38

三等奖 12032 张诗昊 李文斯顿分校 故乡之美 39



三等奖 12828
cynthia 

Zhou
理海谷分校 动物世界 40

三等奖 10725 管梓菡 博根分校 月光下的狼 41

三等奖 11421 吴婧 中部分校 美丽的大自然 42

三等奖 11430 文小美 哈德逊分校 天堂树屋 43

三等奖 10229 张语晨 普兰斯堡分校 杯子蛋糕派对 44

三等奖 12141 彭诗乔 密尔本分校 保护旷野 45

三等奖 14429 张涵芝 普兰斯堡分校 我的自画像 46

三等奖 10337 林明露 康州分校 星空下的故乡 47



三等奖 12822 任志炜 纽约中心分校 水瓶里的鲸鱼 48

三等奖 11041 钟承君 密尔本分校 大地母亲 49

三等奖 12932 吴启禾 李文斯顿分校 有谁在照看丛林？ 50

三等奖 10123 戚杰希 大纽约分校 山海经神兽鹿蜀 51

三等奖 10125 吴泽同 博根分校 王者 52

三等奖 10234 李雨馨 樱桃山分校 我的故乡中国 53

三等奖 10531 安惠敬 长岛分校 我们的地球 54

三等奖 10921 陈灏心 中部分校 草原里的野生动物 55



三等奖 11142 朱𣐿桃 非华夏学校 海底世界 56

三等奖 11441 吴家乐 密尔本分校 小海龟们 57

三等奖 12334 严谙蕊 樱桃山分校 我的猫桑巴 58

三等奖 11233 Kairui Shi 史泰登岛分校 哥斯拉 59

三等奖 10135 黄梓萱 东部分校 福满中秋 60

三等奖 10326 林恩惠 南部分校 玉兔 61

三等奖 10428 郭子墨 理海谷分校 沙漠里的颜色 62

三等奖 10541 余钥 密尔本分校 落日 63



三等奖 11034 潘立敖 樱桃山分校 我的世界 64

三等奖 11526 林泽睿 南部分校 福临有兔 65

三等奖 12332 宁何忆 李文斯顿分校
未来世界里的皮卡
丘机器人

66

三等奖 12428 张宇曦 理海谷分校 松鼠一家 67

优秀奖 12432 李沐瑶 李文斯顿分校 小渔村的夕阳 68

优秀奖 11533
Summer 

Dong
史泰登岛分校 未来纽约 69

优秀奖 12429 泽瀚 普兰斯堡分校 蜘蛛侠 70

优秀奖 13022 谢盈 纽约中心分校 梦回中国 71



优秀奖 11226 董圣杰 南部分校 旗鱼 72

优秀奖 11330 蓝朝子 哈德逊分校 冰淇淋之地 73

优秀奖 12234 田阡陌 樱桃山分校 变色龙 74

优秀奖 10737 苏雨棠 康州分校 茶山远眺 75

优秀奖 12633 陈钰涵 史泰登岛分校 艾莎女孩 76

优秀奖 11425 沈静远 博根分校 夏日冰激凌 77

优秀奖 11326 董恩妍 南部分校 猫头鹰 78

优秀奖 11833 莎莎 史泰登岛分校 海洋世界 79



优秀奖 10534 任安娜 樱桃山分校 我的梦之犬 80

优秀奖 11434 曾爱轩 樱桃山分校 我爱中国大熊猫 81

优秀奖 11128 阎瀚明 理海谷分校 出来晒太阳啦！ 82

优秀奖 10233 陈毅仁 史泰登岛分校 无止尽的墙垣 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