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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米高度看城市”艺术创作征集活动获奖名单 

 

设计类作品 

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中学组 

一等奖 

谢可了 蔚蓝城市 

李泓萱 杨荔淇 肖启

航 程其右 王梓睿 
绿茵湖畔城 

张天翊 周彦李 Island City 

二等奖 

宾珈辰 吕端 杨睿语 绿色再生岛 

王歆艺 向思羽 李亚

玲 童越 
金色童年 

刘梦洁 青秋汝 时代的记忆 

三等奖 

邓杨婧 魏岚玲 陈欣

怡 
一米心城 

宋宇航 绿色永驻在蓉城 

王昱森 黎祖旗 游景

越 
绿色三角洲 

梁斐 安腾 金志豪 李

佳佳 
创新公园城市 

孙羽瞳 杨紫萱 未来之翼 

王思源 邵佳睿 张艺

晨 沈芯雨 
城中林 

陈迦得 向日葵 

小学高

年龄组 

一等奖 
陈诺 重生 

韩雨宸 白色城市 

二等奖 

陈一丹 可持续科技小镇 

邹芷茉 微型环保景观 

葛书凝 蝶舞翩翩 

徐珩溢 梦想花园之城 

三等奖 

张子溢 靠在一起的生活 

朱祁民 和谐共命运 

王晨语 未来城市 

杨涵舒 能源城市 

王辰硕 天空之城 

张宸 魔幻城堡 

许智凯 小形城市 

李骁龙 生活中的航天梦 

任欣怡 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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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付雨桐 一双草鞋 

小学低

年龄组 

一等奖 

陈欣欣 儿童微缩城 

庄欣怡 会飞的城市 

刘倬甫 我心中的儿童秘密游乐园 

李娅宁 白色城市 

朱苡玮 未来城市 

胡牧亭 我的梦想校园 

苗艺璇 塑料之城 

庄雨声 新时代家园 

谢心言 水上乐园 

王欣蕊 废物利用 

二等奖 

马睿婧 安德林小镇 

王梓叶  新能源-未来之城  

张锦城 科技城市 

裴恒懿 未来城市 

钱宸洁 电乐乐园 

蔡允 永恒花之城 

张琬昕 磁悬浮城市 

林思语 开心科技园 

邓箫雨 未来儿童城市乐园 

任宇欣 新能源住房 

蔡嘉睿 葛宸祎 汤佳

玥 童冷睿 伍安瑜 
和平之城&毁灭之城 

关朵儿 校园欢乐多 

尤佳希 移动城市 

龚胤 科技翻斗城-城市电子眼蝙蝠 

禄艾鑫 机械动物时代 

彭文熹 天空之城 

噶玛曲扎 天空之城 

凌予蓁 城市流浪计划 

王鸿瑞  能源基地  

三等奖 

蔡璟天 潜水艇一号 

王厚熙 科技翻斗城 

丁思齐 明日之战 

贾云菲 金紫荧 陆子

熠 施俊泽 周轩宇 杨

奕萱 

元宇宙 

余哲夫 云中之城 

郝令仪 异想天开的白色游乐世界 

吴仲毅 天空之城 

朱竑泽 黄昏时分 

袁聿铭 荧幕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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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凌祎辰 科技的变化 

苏腾龙 白色城市 

易鑫妍  科技翻斗城-新能源绿色之城  

卜楠 未来电子垃圾处理机器人 

王语菡 双面之城 

张俊熙 未来小屋 

董欣玥 吉祥兔 

张子乐 电力时代 

冯梓宸 最后的“净土” 

窦亚浩  电子垃圾太空站  

杜昱彤 白色城市 

何潇楚 漂泊都市 

姜梓辰 太阳能智能家居房 

吴思翰  未来城市  

张瑞涵 未来的城市 

王悠然 隐形蛋糕 

周宸德 机械勇士 

周墨 未来城市 

陈亦菲 十字路口 

吴翊嘉 海上城市 

吴闻羽 白色城市 

顾晏菲 未来城市 

王钰埼 多功能曲调识别器 

龚钰珊  悬浮城市  

何钰涵 哇奥 

谢作轩 雷蜓 

王馨睿 外太空行走  

应静翕 废物利用之美女台灯 

孙明祖 废物利用之云朵灯  

幼儿组 

一等奖 

郭玳瑄 友好儿童乐园—奇妙之境 

蔡寅晔 Green City 零碳排·旅游城市 

eddie 减少塑料垃圾，共建美好城市 

曹睿洁 我心中的友好乐园-奇妙之境 

张语晨 梦幻城堡 

陈语涵 我的粉色乐园之暖暖的怀抱 

李尉冉 你和我的美好城市—海边小镇 

田杍婳 奇幻城市 

二等奖 

胡云馨 垃圾分类文明城 

洪梓豪 我的未来城市 

祝雪涵  欢乐之城  

汤星瑜 会呼吸的城市 

黄绎丞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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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吴攸阳  一尘不染的世界  

施添琦 小巴车站 

汤晨琳 快乐的米老鼠乐园 

池智轩 变废为宝——海洋花瓶 

余梓溪 垃圾分类 绿色城市  

修梓清 梦中家园 

钟一鸣 蓝·染 

徐天馨  兔舍  

党其诤 
请不要让垃圾包围我的家——一只

小鱼的自白 

刘芊语 幻想城市 

孙钧熹 重生 

王凯闻 适合儿童玩的小公园 

曾翊峻 塑造友好，美在城市 

高翊鸣 一格电 

吴薇 我的梦想小屋 

袁楚涵 未来翻斗城 

三等奖 

李姝祎 多彩有趣的海岸游乐园 

田恩郗 我梦中的小兔子儿童乐园  

田焘 梦幻乐园 

肖以安 一片废墟-寻找光明的狗狗 

孙星海 机器奥特王国 

郑予安 无尘之地 

龚子航  花灯  

梁宜正 塑料城堡 

叶婉瑜 小蝌蚪找妈妈  

韩佳阳 重生之核电站 

曾彧琪 正在思考的兔子 

沈诗远  科研基地  

徐一辰  拯救海底世界  

王钧墨 重塑美好家园 之小猫乐园 

石峻逸 海洋守护者 

王悦梦 永恒之花 

韦云潇 沙漠仙人掌之都 

邵惜 未来海底城市 

张燕 小花园  

杨钧皓 重塑友好 美在城市 

郑博涵 电子科技城-迷幻的陆家嘴 

丁文翊 防御科技城 

桂雨泽 环保时装 Show  

张璟琰 求生的鲸 

徐悠宸 保护海洋过滤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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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林铭轩 禁锢之城 

邬以茹 法利士巨轮 

王子一 塑造友好  美在城市 

潘峭 炫彩塑料城 

王瑞初 风力气垫船  

翁旌尧 魔法师的科技畅想－鱼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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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类作品 

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中学组 

一等奖 

刘桐语 城市小巷  

左靖玄 自然共生  

储华裕 多彩天津 

秦川柳怡 儿童精灵梦城市 

樊美灵  循环水健康村  

二等奖 

爱新觉罗·嘉一 糟糕的塑料袋 

刘慧欣 映于眼中的美好 

何顺杰  我眼中看到的世界  

胡香悦 缤纷循环儿童游 

丁心怡  美好城市  

林朗图 城市小主人 

谷冯馨逸 美好家园 

张雪蓉  城市可持续发展  

凌雨霏 环保城市  

陈子珺 小手拉大手，环保和我一起走 

王延皓 循环无污染的未来世界 

徐铱淳 背影 

三等奖 

丁语萱 未来友好生活城市  

袁国钦 城市构建 

文宇嘉 在你的城市救救鲨鱼吧  

周林翰 呵护地球，和谐共生  

刘佳瑶 海浪  

黄琰迪 水中垃圾建起的城市 

刘一诺 爱护环境的 N 种方式  

廖芷旼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 

杨景伊  可回收的未来  

杨一一 生活中的“减量化”  

赵涵博  竭泽而渔  

姬馨雅  海洋再循环  

张益凯 海洋之心  

姜子墨 艺术性和环保性兼具的灯笼  

赖凯馨 给鱼的生活圈做减法  

邓小凤 文明之城  

李雨 生机 

小学高

年龄组 
一等奖 

刘姝玥 我的 3R 绿色生活 

庄静涵 空中生态城市 

曾一苇 珍爱生命 

钟昕羽 神奇的未来世界 

范家溪 未来“城市” 

李嘉茵 我的梦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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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王宇煊 儿童友好城市 

宋睿熙 循环的革命 

Judy Xia 呼吸净化器 

来珈夷 创想城 

王翊瑄 守护能源 

张羽嘉 津门看 3R 

高紫涵 低碳生活，共建生态城市 

肖沐娴 生活中的 3R 

姚苹芬 科技家园 

罗一琳 绿色出行 

张思怡 共享城市家园 

朱欣悦 我们面临的问题 

朱欣雨 美好与毁灭 

杨星熔 循环机器 

朱琳 来自海底的思考 

二等奖 

程钰乔 津门 recycling 

薛雯兮 一米高度看城市 

王皓正 和谐 

谢梓琪 3R 守卫天津 

常跃艺格 给城市做个保养 

韩雨彤 智能绿色美好未来 

吴沁遥 沙漠救星 

谢梓琳 城市的“开端” 

孙慧骄 生态乐园 

王一涵 一米高度看城市 

杨雨露 环保城市 

谷之晴 梦境 

赵辰岳 只此清绿 

赵紫伊 一米高度看城市 

陈乙墨 绿色增长 

蔡睿琳 未来之城 

王惜晨 友好家园 

徐佳瑄 垃圾销毁水卫一 

宋妍郡 低碳生活，绿色家园 

赵胤泽 环保文明城市 

杨新蕊 大树家园 

赵盼荣 未来不是梦 

刘诗涵 我眼中的泉州 

张博皓 太阳能新城 

任家彤 废品城市 

王嘉翊 风吹亮城市夜景 

张有琳 二手物品交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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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唐池非 电子垃圾处理装置基地 

曾鹏成 一米高度看城市之成都 

李海婧 家园 

李纳琳 矿泉水瓶上的山水 

徐政轩 环保低碳理想国 

袁欣雨 鲸鱼的美好世界 

朱雯婷 死气与生机 

万梓萱 未来之城 

周俊 宜居城市 

蹇覃阳 长在宜昌 

刘瑾琪 美丽城市 

黄子钰 变废为宝 

吴霜 地球与海洋 

吴淇 畅想的美好 

刘赞 宜昌 

钟礼轩 不同世界 

李悦瞳 长在宜昌 

李梓萌 最美宜昌 

三等奖 

陈佳鑫 一米高度的“家” 

戴雪琪 梦想中的家园 

翟文悦 低碳环保 绿色出行 

李梓涵 保护环境，共建生态城市 

刘梓墨 我眼中的未来城市 

戚卿珞 风力循环小屋 

吴沫儒 生态环保机器人 

刘恋 孩子眼里的纯净 

戴悠晨 生态星球 

杨美慧 生活里的生态循环 

黎姝娅 我眼中的美好家园 

栾瑾萱 新地球 

肖奉欣 人类未来的海底基地 

薛雨桐 城市净化器 

陈瑞麟 保护地球 

李霏彤 还给地球一片洁净 

温凌霆 大美惠安 

徐僮 科技改变生活 

李子豪 树屋游乐园 

薛恺希 城市碳中和 

郑棋翔 智能吸尘器 

申雅诺 超强环境转化器 

翟子淇 绿色梦想，背负希望 

杨洪珺 未来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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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黄彦桦 爱护环境我先行 

郭瀚升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赖思洁 绿色生活 

李珂 美丽的生态地球村 

常小希 我们的生态城 

张若熙 环保城市 

Linda Xia 美好不止在书中 

戴雅诗 娱万物共生，览盛宛锦绣 

魏恩泽 低碳环保 建设绿色城市 

贾博涵 未来思考者 

高晟越 环保家园——儿童友好之城 

柏赫晨 未来城市 

肖琛格 金色垃圾 

金思妤 “险”山“虏”水 

周文瑾 一步到胃 

田灵鑫 水中 小屋 

石研卉 保护环境，守护家园 

刘梓彤 海洋之城 

马博闻 自行滑板 

谷伟豪 铆钉艺术 

姜雯馨 循环带来希望 

唐沁辰 秋高气爽大蓝鲸 

罗梓轩 废品遥控车 

蒲瑞泽 垃圾分类更便捷 

孔靖尧 废物利用——我来行动 

汤任翔 我的世界 

黄博涵 废旧物品重获新生 

庞涵月 我眼中的循环城市 

高天乐 我眼中的城市底色 

符馨语 我眼中的城市 

李彦霖 我想有个家 

江语萱 稻草的妙用 

姜熠涵 稻草的妙用 

刘冰双 稻草小船 

卢欣羽 文明你我他 

易米琪 幸福之城 

孙馨怡 我的家乡 

何沁池 湖北 

张雨涵 游美丽宜昌 

杨天琪 宜昌特色 

李瑶 我爱家乡 

覃伊 长在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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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张梓杨 大美宜昌 

胡佳怡 静谧之城 

周欣妍 我爱家乡 

何紫晨 保护环境 

胡月 温馨的小镇 

杨宏涛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向可欣 我爱家乡 

周召彬 门前景色 

胡国琳 我爱家乡 

熊祥龙 未来城市 

万佳颖 我爱家乡 

肖心诚 美丽之城 

小学低

年龄组 

一等奖 

张晓沫 环保新能源 

郑玉雪 低碳交通 

管震 拥抱绿色生活 

杜文钰 健康的心脏 

杨荞祎 拾起 

高斯然 仰望的视角 

高晟鑫 儿童友好城市的天津 

卢怡含 绿色环保城市 

楚逍韵 新型垃圾桶 

杨霖雅 废旧物品转换器 

陈槿涵 城市超能管家 

宗奕臻 和谐共存 

郑欣语 眼中的美好 

郭添华 未来的房间 

赵艺阳 我看世界五彩缤纷 

张熙雯 绿色能源下的美丽家园 

陈诗颖 能量循环 

黄懿琁 循环绿色之家 

杨湘蓉 垃圾分类机器人 

孙宗杰 我心中的美丽城市 

李梓祎 净化 

张晓笛 绿色城市 

张菀瑜 城市游乐园 

陈嘉琦 清江风景 

二等奖 

单翊铭 垃圾主题乐园 

芦昱辰 灯泡“再”发光 

罗宸皓 环节净化器 

吴尘辰 地球妈妈的小卫士 

苏思屹 大地仙子的微笑 

谢黄洁 让城市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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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唐梓珊 低碳环保停车场 

王可儿 欢乐小镇 

肖劲宇 共创儿童友好城市 

赵伟泽 未来的我们 

许琬姗 发光的地球 

黄小宁 绿色生活 

郭秉丞 移动的城市 

陈昕玥 城市供电宝 

李久萌 赛博格智能大脑 

张晰雅 节能降碳 

慕欣柔 保护环境，共建和谐家园 

张夕颜 废物再利用 

郭思乐 移动式废物循环处理系统车 

刘忆熙 爱心专座 

黄小乐 转化 

杨宛湉 未来城市 

赵王逍 风使者 

郭羽桐 垃圾总动员 

江天予 塑料垃圾去哪儿了 

尚泰 2049 年天宫国庆节 

奎焕瑾 节能减排处理器 

李梓安 一米高度看城市 

赵彦闰 智能机器人 

李依诺 多功能环保器 

郭书馨 垃圾回收再生利用建设美丽家园 

李明玥 垃圾的“新生” 

任梓墨 再生工厂进行时 

王唯熙 未来的生化鱼 

韩轩逸 变废为宝~小鱼·风铃 

廖怡州 城市净水器 

刘璐瑶 绿色画卷 

王梓萌 美丽家园 

柏佳源 绿水青山 3R 环保城市 

王婧瑜 海龟的“食物” 

英姿 多功能净化器 

冯翌宸 绿色家园 

易明扬 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城市 

杨芊羽 我看宜昌 

王千叶 美丽家园 

陈沐萱 半城山水满城橘 

张思蕊 垃圾分类 

覃博之 我看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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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吴欣怡 长阳的美 

三等奖 

陈宇昕 拥抱 

王钰翔 循环用水，从你我做起 

杨沛鑫 一米地球 

杨艺宁 低碳森林 

叶明泽 水清天蓝花鲜艳，环境更需你我护 

李紫菡 倾斜的水平线 

马凯轩 高科技大象 

吴勃维 减量分类一小步，文明生活一大步 

陈妍汀 循环利用 绿色有我 

田子彧 森林城市中的游戏 

张睿哲 用双手打开蓝绿色的画卷 

陈小茜 垃圾分类很重要 

刘雅熙 万能垃圾桶 

罗浩恩 环保厨房 

钱奕朵 我的海洋梦 

荣思雨 城市新生 

郑玥涵 机器人工厂 

曾修仪 同一片蓝天 

刘明典 再利用——艺术咖啡杯 

孙懿萱 吸尘机器人 

贺昱翔 被污染的海底 

李则汉 扬起环保大旗 

屈音彤 美丽的永生花 

杨曼可 梦幻之都 

陈紫柔 科技世界 

国曦元 位置决定生活 

李念祖 环保世界 

张艺楦 保护地球 

柴骁航 如此呼吸 

陈思彤 天空之城-游乐城堡 

赵柏奕 “手”护者 

蔡佳凌 公园城市行动 

高卓希 绿色未来城 

刘佳鹭 我们一起“手拉手” 

于胜哲 电子城市 

王誉诺 环保家园 

刘睿萱 鲸鱼笔筒 

唐欣苒 自然的世界 

唐悦峰 机器人来了 

王蓦然 赛博格与猫 

王歆苒 绿色环保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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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陈冠朵 美丽的地球 

董子涵 理想化的城市 

李雨轩 一只和机械结合的蝴蝶 

郑皓嘉 可循环边桌 

刘妍彤 平凡中的点滴 

文庄胤卓 保护 

杜夏葳 重组 

胡欣怡 报纸新空间 

宋焯冉 能源空间站 

田子瑶 海洋 

Dora Zhu 承载 

郝煦宸 未来之城 

焦雨婷 科技城市 

尚恩伊  流苏花篮 

叶晞尧 城市养分 

浦哲源 一米高度看城市 

郭佳滢 供电机器人 

郭淇珅 森林天使 

郭若钰 超能海龟 

李辰熙 减量=自由 

林子奕 变异的塑料瓶 

叶禹希 超级要赛 

袁德瑞 饮料瓶变身沙发 

朴美如 未来的机器狗 

吴思嘉 拯救地球 

张浩宇 聚集 

李楚怡 时光飞车 

于思航 
打造可再生家的小水滴，汇聚人类

可持续发展的长河 

张梓萱 水之生命大树 

陈凯琳 环保变身房 

李靖潼 科技城堡 

马兆轩 机器独角兽 

李嘉恒 爱护地球，爱护我们的家 

陈子涵 废物大改造 

方潇 科技城市 

陈乐舟 科技城市 

原翌宸 一顶王冠 

张煜隆 未来绿世界 

韩雨希 来电头盔 

张舒然 纸箱变变变 

张宸赫 机械战舰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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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覃尧睿 梦见宜昌 

黄馨 环境净化器 

江卓帆 热气球的城市 

李泳萱 长在长阳 

胡小兰 蓝天白云 

郭雯乔 美丽宜昌 

易婉婷 垃圾分类 

孙雨晨 城市守卫 

付妍 地球妈妈的笑脸 

江展鹏 宜昌马路 

李思涵 我的家是我的城堡 

方梦瑶 城市英雄 

李紫涵 我眼中的城市我向往的家 

冯怡馨 “塑”造多彩城市 

幼儿组 

一等奖 

陈婉蓉 美好家园，彩色城市 

刁立铭 破旧衣服别丢掉 

陈一乐 绿色低碳 

屈筱琪 低碳生活，绿色城市 

曾可欣 “手”护地球 

庄羽桐 我眼中的绿色未来 

Carson Yuxuan Zhou 分类机器人 

骆芊妤 一米高度看城市 

王言兮 低碳生活我先行 

郑欣璇 洁净家园，美好生活 

刘皓宁 青山绿色我来护 

吴德家 章鱼房屋 

二等奖 

陈琬歆 灿烂的城市 

黄子杨 共创绿色家园 

刘依一  城市畅想 

王亦安 光盘我行动 

杨珺雅 我们一起向未来 

李明航 镜头中的我们 

罗浩天 我心中的未来城市 

聂承煜 美好家园 

苏琬乔 种“花” 

张钰洁 星空世界 

郭禹萌 环保小公园 

卢研欣 一米高度看城市 

张纯樾 娃娃的新衣服 

张铭阳 滴水之恩 

李易霖 烟筒的新用法 

陆辰源 你的垃圾分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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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宿馨源 再生手 

汪梓耀 生机与希望 

王语芊 一米高度看城市 

陈崇允 守护家园 

张楷凡 文明“放大镜”  照“靓”绿色南京 

郝桐乐 能量循环 

秦添姿 
环保利用、健康出行，再创绿色南

京 

任家怡 WE 

杨恺乐 未来的城市 

姚晨曦 彩色游乐园 

余梓涵 美丽城市 清新空气 

三等奖 

张楚沺 绿色城市 

刘毅豪 保护地球 

王晴一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杨铠城 添一抹绿 

张博涵 重塑美好家园 

毛一群 舞动南京，“童”样精彩 

陈麓瑾 神奇拉链 

姜李俊安 我爱的城市 

向则知 最后的灯泡 

张家涵 低碳生活  绿色发展 

郑兮然 绿色家园 

朱俊亦 空中花园 

何一诺 环境保护靠大家 

李悦铭 中国骑士 

周怀瑾 心灵窗户的纯净 

刘贻彤 雕像来啦 

张晨萱 宇宙大家庭 

梁洛轩 一米高度看城市 

王奕熹 有用的咖啡渣 

刘鲁雨菲 彩色大山 

陈锴熙 垃圾分类大作战 

汪芊妤 我眼中的城市 

熊语桐 万物生 

苏雅琳 同一个地球，绿色的家园 

魏郡晟 1 米高度看城市 

陈昊熠 回收垃圾的大树 

金贤一 装饰盆栽 

王艺曈 瓶中的鲸鱼 

南松昂 机器人环保行动 

王俊懿 彩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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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奖项 作者 作品名 

苏蔚辰 美丽世界 

王怡澔 我眼中的蒲江 

冯以晨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 

郭德宁 大鱼 

蔡知妍 漂流瓶 

陈玥羽 一米高度看城市 

文瑶 赛博格人 

魏雨萱 芒果兔妈和兔宝漫游一米高城市 

闫羽乐 扣子公主 

罗辰 一个在充电的机器人 

仇予霁 跑到树上看到更美丽的风景！ 

刘安霖 紫金山下的南京城夜景 

董淳菡 农家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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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集体奖 

 

广州稀区美术教育 

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附属小学昆明湖校区 

云南文山东实验小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天津市河西区平山道小学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附属学校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沙心乡中小学 

南京市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忠县汝溪镇九亭小学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 

彩翼儿童美术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枝柘坪小学 

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万义小学 

蕃茄田艺术 

 

注：按照单位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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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教师奖 

 

王丽娟 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万义小学 

叶  子 彩翼儿童美术 

刘国磊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刘  溧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枝柘坪小学 

刘  燕 天津市河西区平山道小学 

孙烨烨 蕃茄田艺术 

李  霞 彩翼儿童美术 

佟乃岫 彩翼儿童美术 

张诗瑶 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附属小学昆明湖校区 

林  琳 kokoro少儿美育 

徐小曼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徐  丽 天津市河西区平山道小学 

殷  欢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沙心乡中小学 

曾  丽 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万义小学 

 

注：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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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志愿者奖 

 

刘可雯     对外经贸大学 

李昕航     中国传媒大学 

杨  昊     中国传媒大学 

施  齐     中国传媒大学 

姜龙庆     中国传媒大学 

董  洁     对外经贸大学 

景文萱     中国传媒大学 

魏昭阳     中国传媒大学 

 

注：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