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于公布无锡市第六届“荟聚杯”中小学
幼儿园学生生态环境保护绘画大赛

获奖名单的通知

市生态环境局各派出机构，各市（县）、区教育局，各有关学校：

为唤醒人类珍惜环境、保护家园的意识，培养学生热爱大自

然的良好品质，提高学生的绘画、鉴赏及审美能力。呼吁人人行

动起来，选择低碳、节俭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人人、

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2021 年 4-5 月期间，举

办了无锡市第六届“荟聚杯”中小学幼儿园学生生态环境保护绘

画大赛。

经专家评审，盛梓焓等 152 名同学获一、二、三等奖，江阴

市新桥中心小学等单位获组织奖，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名单

详见附件）。

附件：无锡市第六届“荟聚杯”中小学幼儿园学生生态环境

保护绘画大赛获奖名单

http://baike.baidu.com/view/87417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856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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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生态环境局 无锡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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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无锡市第六届“荟聚杯”中小学幼儿园学生
生态环境保护绘画大赛获奖名单

一、幼儿组

一等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绿色的魅力》 盛梓焓 江阴市城中中心幼儿园

《我爱生活》 王熠雯 江阴市辅延中心幼儿园

《文明公交，绿色出行》 朱梓彧 宜兴市欣阳幼儿园

《神奇的海底世界》 李宣霖 无锡市滨湖区山语银城实验幼儿园

《眼里的家》 许添 无锡市滨湖实验天鹅湖幼儿园

《生命的脉搏》 董梓诚 无锡市滨湖实验天鹅湖幼儿园

《地球受伤，人类受苦》 张轩铭 太湖新城金桥实验幼儿园

《蔚蓝的天空你在哪》 程冠嘉 太湖新城金桥实验幼儿园

《保护海洋》 唐妙瑜 太湖新城金桥实验幼儿园

《无家可归的》 阙懿 无锡市常春藤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保护地球妈妈》 张筱茉 江阴市第三实验幼儿园

《绿色生活》 黄晔滢 江阴市辅延中心幼儿园

《地球吸尘器》 张圣艺 江阴市璜土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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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我是空气净化小能手》 刘佳畅 江阴城东蟠龙湾幼儿园

《绿色环保校园》 周煜翔 江阴高新区实验幼儿园

《池塘欢歌》 赵佳滢 江阴市澄江中心幼儿园

《瓶子里的大海》 徐梓文 江阴市璜土中心幼儿园

《绿色出行》 朱一诺 江阴市京师幼学幼儿园

《塑料的海洋》 徐梓萌 江阴市璜土中心幼儿园

《垃圾转换车》 胡恪凡 江阴市青阳中心幼儿园

《机器人大作战》 赵左璞 江阴市夏港实验幼儿园

《环保小卫士》 徐乐心 江阴市月城中心幼儿园

《快门下的海洋世界》 朱熙 长泾实验幼儿园南国分园

《和谐之美》 叶琳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

《植树造林》 王萱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

《我们闻不到臭气，但垃

圾是真不好吃》
张桓 宜兴市新天地幼儿园

《光鲜亮丽的城市背后》 钱芊伊 宜兴市宜城中心幼儿园

《保护环境》 王文曦 新吴区中海幼儿园

《保护家园》 许曦月 滨湖实验天鹅湖幼儿园

《绿色出行》 黄天润 华庄中心幼儿园

《美丽的家》 陈诗瑶 华庄中心幼儿园

《环保纸杯》 邱吾悦 宋庆龄实验幼儿园

《保护森林》 浦彦铭 太湖金桥实验幼儿园

《精卫号净化器》 顾沛然 太湖新城金桥实验幼儿园

《火山》 丁行知 无锡市凤凰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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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出行，美好未来》 王君昊 江阴市青阳中心幼儿园

《快乐星球》 缪佳人 江阴市实验幼儿园

《环保汽车》 潘义帆 江阴市徐霞客中心幼儿园

《我和动物做朋友》 沈谦奕 江阴市长泾实验幼儿园

《可怕的尾气》 孙菡希 江阴祝塘实验幼儿园

《环境污染》 陈俊棋 周庄周北实验幼儿园

《我来守护你》 刘艺歆 江阴市夏港实验幼儿园

《保护地球》 王一雯 宜兴金色年华幼儿园

《保卫地球》 刘亦蕙 金桥实验幼儿园

《垃圾分类》 周羿熹 金桥实验幼儿园

《垃圾分类》 陈澔喆 无锡市星月童话幼儿园

《畅游竹海》 胡心一 无锡市东亭金锡幼儿园

《心中的画》 朱丁辰 锡东新城幼儿园

《五颜六色的垃圾桶》 高翊 滨湖实验幼儿园红山园区

《相亲相爱一家人》 马子依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中心幼儿园

《污水要治理》 丁俊尔 无锡市滨湖区山语银城实验幼儿园

《保护动物》 钮慕妍 无锡市滨湖实验幼儿园万达分部

《低碳出行》 邵睿妍 无锡市滨湖实验幼儿园万达分部

《公交车》 罗可心 无锡市滨湖实验幼儿园万达分部

《环保奥特曼保护地球》 蔡政明 无锡市滨湖实验幼儿园万达分部

《车轮滚滚照天明》 蒋梓乐 无锡市稻香实验幼儿园

《保护小鸟》 赵谦昊 无锡市稻香实验幼儿园

《最后的狮子》 高祈 无锡市稻香实验幼儿园

《共生》 徐欣妍 无锡市雪浪仙河苑幼儿园

《海洋护卫队》 韦嘉爱 无锡市南站中心幼儿园

《跳跃的海豚》 唐苡晨 无锡市南站中心幼儿园

《美丽地球》 赵梓涵 新区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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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海洋》 靳宇 新吴区中海幼儿园

《给垃圾找家》 吕培源 新吴区中海幼儿园

《快乐小马莉》 史源森 新吴区中海幼儿园

《美好生活》 洪子墨 首佳实验幼儿园

《有情绪的瓶子》 王誉洁 太湖新城金桥实验幼儿园

《垃圾分类》 孙凡 太湖新城金桥实验幼儿园

《绿色出行》 秦朗 无锡市凤凰幼儿园

《未来世界》 黄紫萱 无锡市太湖幼儿园分园

二、小学组

一等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家》 张夕瑶 江阴澄江中心小学

《保护生物多样性》 张齐好 无锡市五爱小学

《乘阴靠绿树，美化靠大家》 陈民涛 无锡市育红小学

《雾霾城市》 梁偲恒 无锡市新吴实验小学

《绿色城市，宜居城市》 田佳奇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二等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创绿色环保，享美好生活》 赵子墨 江阴市花园实验小学

《绿色环境大家创，生态环境

奔小康》
朱玺哲 江阴市花园实验小学

《保护环境，低碳出行》 潘柏文 江阴市夏港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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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从少儿做起》 徐菲菲 江阴市长泾实验小学

《“环保号”净化器》 徐歆儿 江阴市新桥中心小学

《植树造林守护绿色》 凌乐成 无锡市五爱小学

《理想城》 张晟 无锡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保护环境》 万佑宁 无锡市五爱小学

《远处一片绿色的林子》 陈云珊 无锡光华学校

《奔赴》 陈萌婕 无锡市蠡湖中心小学

《流逝——逆转》 叶梓涵 无锡市育红小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张秉诺 大桥实验学校

《尊重自然，守护地球》 雍姿梵 无锡市新吴区硕放实验小学

《守护希望》 邱昱熙 东绛实验学校小学部

《畅游生态星球》 王奕丹 无锡师范附属小学阳光校区

三等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最“远”的距离》 解梓涵 江阴市第三实验小学

《保护环境 节约用水》 黄昱衡 江阴市新桥中心小学

《海洋——我们的家》 郁梓童 江阴市新桥中心小学

《从“心”做起》 陈韵竹 江阴市新桥中心小学

《自动分类垃圾箱》 张梓楠 江阴市新桥中心小学

《只有一个地球》 吴绎柯 江阴市新桥中心小学

《美丽的家园》 何一鸣 无锡市积余实验小学

《绿色出行，美化环境》 夏辰玥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节约用水 关爱地球》 张译心 无锡市扬名滨河小学

《我的废品小岛》 蒋心语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生命之源》 颜景怡 无锡市蠡湖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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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版头条<保护环境>》 潘曹昕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需要保护的生命》 孙睿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碧绿的家》 周溪源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

《守护家园，保卫环境》 周靖涵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

《珍爱地球，守护家园》 徐霖茜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绿色校园》 费骁 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保护水资源》 苏柯渝 无锡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海洋垃圾处理器》 张家恺 无锡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我设计的垃圾处理器》 徐佑 无锡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三、中学组

一等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诗意的栖屋》 耿睿妍 江阴市青阳中学

《电力环保》 黄鑫婷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痕迹》 陆可嘉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失去》 曹芮希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无助》 沈欣 无锡市湖滨中学

二等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现象》 张赐钰 江苏省江阴长泾中学

《美的循环》 邬晓倩 江阴市第二中学

《还我一片蓝天，还我一片森林》 邓梓涛 江阴市南闸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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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朱莹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保护环境》 黄筱轩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鱼与海》 于雯君 无锡市第一中学

《保护你自己的森林》 张静怡 无锡市湖滨中学

《保护环境》 杨芯澜 无锡市湖滨中学

《保护环境》 顾轩琦 无锡市湖滨中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王浩全 无锡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世以清存》 杨海茹 华西实验学校

《保护》 缪可言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绿，自然守护我们的颜色》 姜淼 江阴市华士高级中学

《保护环境》 颜梦娜 江阴市华姿中等专业学校

《它的过去》 邢馨恬 江阴市青阳中学

《绿色生活》 张奥星 江阴市长泾第二中学

《窗》 费颖轩 江阴长泾中学

《大鱼———鲸》 宋甜悦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梦.意》 郑洋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博弈》 陈云珊 无锡光华学校

《正能量》 严如一 无锡市湖滨中学

《我们的地球》 蒋昕言 无锡市湖滨中学

《守护家园》 徐婧蕾 无锡市湖滨中学

《双鱼》 卞思琪 无锡市湖滨中学

《等候》 金佳蕴 无锡市湖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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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教组

一等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海洋保护》 陈徐子豪 江苏省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

《携绿》 张梦婷、杨连颖 江苏省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

《停止猎杀》 李楠 无锡市惠山区特殊教育学校

二等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大自然的警告》 杨媛媛 宜兴市特殊教育学校

《地球我们共守护》 白云飞 无锡市特殊需要儿童早教中心

《哀》 任许山 无锡市惠山区特殊教育学校

三等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绿色校园》 刑可轩 江阴市特殊教育中心校

《地球妈妈》 杨晨 江苏省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赵舒妤 江苏省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

《五水共治绿色生活》 接玉 江苏省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

《拥抱春天》 冯一煊 无锡市特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中心

《甜梦》 锡何麟 无锡市惠山区特殊教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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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人气奖

一、幼儿组

二、小学组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我的废品小岛》 蒋心语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三、中学组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电力环保》 黄鑫婷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痕迹》 陆可嘉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四、特校组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停止猎杀》 李楠 无锡市惠山区特殊教育学校

组织奖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保卫地球》 刘亦蕙 金桥实验幼儿园

学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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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新桥中心小学

江阴市璜土中心幼儿园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省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无锡市稻香实验幼儿园

新吴区中海幼儿园

太湖新城金桥实验幼儿园

无锡市湖滨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