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作品名单 Award List

City Name Title

Atami

Japan

田代 優
来の宮神社

（Kinomiya Shrine）

栗本 清香
熱海でちょっと一息サンデッキ

（A little breath in Sundeck）

Atlantida

Uruguay

Juan Gabriel Barreto

Rodríguez

Dibujo de Canelones

（The Painting of Canelones）

La Spezia
Italy

Manila Carmen
Lorenzoni

Italian Chinese Brotherhood

（意中兄弟关系）

Portsmouth
UK

吴宇杰
Welcome to Portsmouth

（朴茨茅斯欢迎你）

Suwon

ROK

최보금
반짝반짝 화성

（Twinkle Twinkle Hwaseong Fortress）

강주은
화홍문

（Hwahongmun Watergate）

Zhuhai

China

余安琪
海滨假日

（Coastal Holiday）

蔡欣欣

与国际接轨-珠海港珠澳大桥

（Connecting with the world -

Hong Kong Zhuhai Macao Bridge）



入选作品名单 Acceptance List

日本热海市Atami，Japan

Name Title

河合 春希 熱海の木と家（Atami tree and house）

青木 恵 鉛筆と熱海の海と空（Pencil, sea, sky）

浦本 湊 多賀中グラウンド( Taga middle school's playground）

石川 柚瑠 美術室からの景色（Landscape from art room）

木川 怜音 夕方の風景（Scenery at dust）

船橋 春花 熱海の自然（Atami nature）

小林 萌奈 熱海の海岸（Atami coast）

山口 陽加 天気の良い日は散歩しよう！(Let's go for a walk in a nice day)

仲森 悠 梅園の秋（Autumn of Baien）

山田 茂輝 海（Seaside）

鈴木 凛 家から見える熱海（Overlooking View）

廣澤 芽衣 熱海城（Atami Castle）

鈴木 彩華 来宮神社（Kinomiya Shrine）

髙橋 結彩 花火（Fireworks on the Atami beach）

安江 晶世 熱海の景色（Atami landscape）

石井 さくら お宮の松（Pine of Omiya）

國分 憂 熱海の空（Atami Sky）

平川 玲菜 神社のハート（Heart of Shrine）

山田 乃愛 サンビーチ（Sun beach）



韩国水原市 Suwon, ROK

Name Title

윤채원 무예 24기 공연（24 Martial art performance）

박시현 효의도시 수원（Suwon, the city of filial piety）

양진서 하이주하이（Hi! Zhuhai!）

안시현 주해어녀상을 품은 화홍문

（Hwahongmun Watergate with a statue of Zhuhai Fisher Girl）

김세연 주하이에서 수원까지, 화성열차로!

（The Hwaseong Fortress train from Zhuhai to Suwon）

박지연 숨은 판다 찾기（Finding the Hidden Panda）

김가연 한중 한마음 온천여행

（The Hot Spring Tour of suwoni and panda）

권유진 수원 in 수원（Suwon in Suwon）

이소은 아뵤~두문옛거리에서（Being in the old town of Doumen）

이승민 주하이 드라이버（Zhuhai driver）

이의진 수원화성은 수원이가 지킨다

（Suwon Hwaseong Fortress being kept by suwoni）

한예원 힐링을 수원이와 함께!（Healing with Suwoni）

홍수민 주해어녀상（The statue of Zhuhai Fisher Girl ）

손예찬 아기 수원이의 탄생（Birth of baby suwoni）

이수하 익숙하지만 잘 모르는 곳（A familiar but unfamiliar place）

최보금 반짝반짝 화성（Twinkle Twinkle Hwaseong Fortress）

한윤채 봄날의 수원성곽（Suwon Fortress Wall of Spring Day）

유지우 팔달문 시장의 어느 날（One day in Paldalmun Gate Market）

여서현 야간의 여민각（Yeo Min Gak Pavilion at Night）

강주은 화홍문（Hwahongmun Watergate）

권나영 푸른하늘을 담은 물속 방화수류정（The Banghwasuryujeong

Pavilion with the pond that reflected the blue sky）

천은선 수원화성행궁의 아름다움

（Beauty of Suwon Temporary Palace at Hwaseong Fortress)

한주연 수원의 다리（Bridge of Suwon）



윤솔 수원화성-화서문（Suwon Hwaseong Fortress-Hwaseomun gate）

조하진 수원화성에서 주하이까지（Suwon Hwaseong Fortress to

Zhuhai）

전성원 아름다움이 능히 적을 이기느니라

（Beauty gets the better of any enemies）

이예진 수원과 주하이（Suwon and Zhuhai）

박주은 수원이네의 주하이시 여행

（The travel to Zhuhai for the family of suowni）

신동재 그라데이션（Gradation）

유하영 수원이와 판다（Suwoni and Panda）

차은서 수원화성의봄, 여름,가을,겨울（Spring, Summer, Fall, and Winter

of the Suwon Hwaseong Fortress ）

금은비 아름다운 것들（The beautiful things）

김명선 수원청개구리와 수원의 밤（The night in Suwon with green flog）

김예빈 주하이의 밤（Zhuhai's night）

김채린 주하이의 명소 어온천

（The famous place in Zhuhai, imperial hot spring resort）

김하영 청개구리 학생（A green frog student）

이선제 수원（Suwon）

이채연 코로나 속 수원의 든든한 마스크,주하이시

（The greatful masks from Zhuhai city）

장채원 안녕,주하이（Hi, Zhuhai）

정연우 아마사원（A-Ma Temple）

김예진 방화수류정（Banghwasuryujeong Pavilion）

정예본 월화원（Wolhwaw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 in Suwon）

양민주 중국의 아름다운 탑（Beautiful Tower of China）

원하은 용연（Yongyeon pond）

유태이 화홍문（Hwahongmun Watergate）

최은서 서장대（Western Command Post）



中国珠海市Zhuhai, China

Name Title
易思颖 珠海灯塔（Zhuhai lighthouse）

杨舒雅 港珠澳大桥（HZMB）

梁璐莲 珠海风景（Zhuhai scenery）

成春蓉 珠海游记（Zhuhai tour）

吴雅婷 百岛之市（The city of a hundred islands）

马江南 绿色珠海（Green Zhuhai）

陈晓玲 港珠澳大桥（HZMB）

谭晓游 珠海斗门古迹（Ancient Doumen）

蒋惠琳 魅力珠海（Charming Zhuhai）

陈卓城 蓝色珠海（Blue Zhuhai）

崔明钰 珠海美俗（Zhuhai customs）

汤海霞 灯塔（Zhuhai lighthouse）

谭钧诚 珠海渔女（Zhuhai Fishergirl）

陈建荣 秋天的唐家风（Tangjia in autumn）

黄 婷 港珠澳大桥之珠海风光（HZMB）

李文婷 钢铁飞机（Aircraft）

梁杏怡 垃圾分类（Waste sorting）

唐媛瑜 珠海（Zhuhai）

何梦贤 珠海之美（Beauty of Zhuhai）

张 茵 日月贝（Zhuhai Opera House）

黄宸伟 印象珠澳（Zhuhai Macao Image）

张珈叶 虹（Rainbow）

黄倩怡 环游珠澳（Tour of Zhuhai and Macao）

吴瑾阳 四季▪珠澳（Four seasons in Zhuhai and Macao）

陈晓琪 绚烂珠澳之海（Sea of Zhuhai and Macao）

王怡嘉 未来城市（Future city）

潘燕青 欢乐的跳跃（Happy jumps）

陈诗灿 浪花的轨迹（The waves）

罗潇楠 日月（Sun and moon）



郑淑欣 共筑家园（Our home）

吴旖婷 悠远夕阳（The sunset）

周思颖 日新月异幸福港（Happy harbour）

林淑娜 美丽珠海（Beauty of Zhuhai）

吴 悠 回归常态（Back to normal）

罗 毅 停泊（Anchor）

聂 喆 林荫道（Avenue）

唐瑷祺 梦中归乡（Back to home in a dream）

朱 巧 我们的港珠澳（Our HK, Zhuhai and Macao）

林渭浩 丰收（Harvest）

吴沁怡 珠海外伶仃岛·北帝诞（Zhuhai Wailingding Island）

徐贝贝 港珠澳的修建（Building of HZMB）

刘孜芝 珠海 40周年（40th Anniversary of Zhuhai）

阮琳娟 珠海印象系列（Zhuhai image）

吴俊霖 南北之约（An appointment of south and north）

孙馨蕊 成长路上的你（You growing up）

梁佳怡 珠海欢迎您（Welcome to Zhuhai）

欧阳一茜 美丽珠海（Beauty of Zhuhai）

郑心乐 快乐的中学生（Happy students）

李 彬 海洋世界（Ocean Kingdom）

卓乐琳 我爱珠海（I love Zhuhai）

闫熙珍 爱的海洋（Ocean of love）

胡 寒 美妙世界（Beautiful world）

陈心燊 渔女（Zhuhai Fishergirl）

曾辛桐 夜（Night）

马文君 爱我中华（Love China）

谭颖锜 树之舞（The dance of the trees）

辛雅琪 家（Home）

辛雅琳 远方（Faraway）

曾茵琪 希望（Hopes）

谢紫彤 和平（Peace）

白云昊 骄阳（Sun）

王艺璇 文化交流会（Cultural exchange）



李敏畅 守护神渔女（Zhuhai Fishergirl）

胡卓壹 晨暮中的珠海（Zhuhai in the rising sun）

罗海欣 珠海魅力之城（Charming Zhuhai）

韦益桦 活力珠海（Vigorous Zhuhai）

枚诗雨 我爱珠海（I love Zhuhai）

赖惠心 绚丽珠海（Gorgeous Zhuhai）

江慧盈 魅力珠海（Charming Zhuhai）

肖嘉乐 璀璨珠海（Bright Zhuhai）

刘晓娜 我眼中的珠海（Zhuhai in my eyes）

沈宇彤 珠海我的家（Zhuhai my home）

谢秋婵 珠海我的家园（Zhuhai my home）

黄钰婷 美丽的珠海（Beautiful Zhuhai）

黄卿 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on earth)

张沁东 美丽珠海我的家（Beautiful Zhuhai my home)

颜嘉泽、杨凯文 校园里的我们（We on campus）

曹潇予、叶明珠 珠海的我世界的你（Zhuhai my world and you）

肖文栋 停课不停学（No classes and but we still study）

曹潇予 珠海就是我的家（Zhuhai is my home）

罗佳怡 放风筝（Fly a kite）

余沁瑶 生活剪影（A glimpse of life）

梁茜雯 美照（A lovely photo）

张嘉怡 梦幻的天空（Dreamy sky）

叶米嘉 风和日丽（The wind is mild and the sun is bright）

叶名珠 珠海的美（The beauty of Zhuhai）

左晓翊 珠海城市风景（Zhuhai City Scenery）

余敏琦 拼接美丽城市（The beautiful city）

陈芷珊 珠海名片（Zhuhai business card）

赵一诺 心中的美好（The beauty of heart）

胡曼迪 日月贝（Zhuhai Opera House）

尚承孜 珠海——欢迎你!（Zhuhai - Welcome!）

朱芊羽 城市的色彩（The color of the city）

刘娉姿 向世界展现珠海（Show Zhuhai to the world）

邓惠方 家在珠海（Home in Zhuhai）



何雨桐 国际大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张艺萌 珠海，海洋王国（Zhuhai, ocean Kingdom）

莫静怡 珠海节奏（Zhuhai rhythm）

蔡昱泓 音乐、梦想、珠海（Music, dream, Zhuhai）

黄曦玥 渔女情，珠海梦（Fishergirl's love, Zhuhai dream）

黄丽匀 心中美丽的珠海（Zhuhai in my heart）

张湘怡 绿色珠海（Green Zhuhai）

王丽媛 文明美丽珠海市（Civilized and beautiful Zhuhai）

陈咏欣 珠海日月贝（Zhuhai Opera House）

郑斯敏 珠海城市（Zhuhai City）

金小铭 美丽珠海（Beautiful Zhuhai）

陈晓婷 午后的阳光（Afternoon sunshine）

黄芷研 我的珠海市（My city of Zhuhai）

陈思羽 魅力珠海（Charming Zhuhai）

吕彤彤 我与珠海（Zhuhai and me）

毛振宇 海边采莲（Picking Lotus by the sea）

朱家荣 美丽珠海我的家（Beautiful Zhuhai my home）

蔡铖康 珠海故事·夜游书海（Zhuhai story - night tour of the sea of books）

吴雨恬 珠海故事·逐梦航展（Zhuhai story - Airshow China）

李南熹 珠海故事·非遗（Zhuhai story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许逸轩 珠海冲浪里（Surfing in Zhuhai）

黄海昕 珠海·野狸岛海底清洁（Sea floor cleaning of Yeli Island, Zhuhai）

王伊茹 珠海故事·北山地图（Zhuhai story - map of Beishan）

黄欣荣 城市之光·敬礼！（City Light salute!）

关菀晴 港珠澳大桥（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刘颖琦 白海豚之家（White Dolphin house）

高明羽 印象·珠海地图（Impression · map of Zhuhai）

何小雅 珠海游玩地图（Map of Zhuhai）

李佳吉 珠海 Map（Zhuhai map）

姚佳淇 珠海·北山地图（Map of Beishan, Zhuhai）

毛昕怡 珠海拼图（Zhuhai puzzle）

李雅桐 魅力珠海与世界相连（Charming Zhuhai connects with the world）

喻可欣 珠海—日月贝（Zhuhai Opera House）



李欣雨 友谊之声（Voice of friendship）

谭安琪 龙的传人（Legend of the Dragon）

袁琬宜
共建文明珠海·创造美好家园（Build a civilized Zhuhai and create
a beautiful home）

张石皓 和谐珠海·和平共进（Harmonious Zhuhai · peaceful ）progress

刘亦苒 我心向党·文明珠海（My heart to the party and civilized Zhuhai）

石子悠然 珠海人们的幸福生活（Happy life of Zhuhai people）

周梦晨 最美珠海，幸福生活（The most beautiful Zhuhai, happy life）

诸芷瑶 爱国爱党（Love the party）

陈可然 生命在于运动（Life lies in movement）

刘佩铭扬 致敬人民英雄（Pay tribute to the people's Heroes）

徐辉龙 保卫城市（Defending the city）

唐梓义 人间（Human world）

林佳淇 悠闲一刻（A leisurely moment）

莫 馨 陪伴（Accompany）

赖彦杏 等待的瞬间（The moment of waiting）

蒋淑茗 雨（Rain）

李铭涛 民以食为天（Fo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the people）

梁家炜 母校的一角（A corner of my alma mater）

徐佳怡 人鱼（Mermaid）

曾佳媚 天使（Angel）

肖晗辞 晚霞下的日月贝（Zhuhai Opera House）

朱锦涛 密室（A secret chamber）

刘影彤 勇气与担当（Courage and responsibility）

彭巧文 雨后一景（A scene after the rain）

朱嘉喜 珠海特区（Zhuhai Special Zone）

陈柯言 农妇（Peasant women）

谢辰昱 缤纷（Colorful）

邹慧琳 珠海大桥（Zhuhai Bridge）

刘 亭 风景（Scenery）

杨卫华 港珠澳大桥（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吴智恩 海滨（Seaside）

詹思琦 合影（Group photo）

江嘉盈 旅途（Journey）



陈可鑫 启梦（Enlighten a dream）

余汝婷 起落（Ups and downs）

詹 晶 前山（Qianshan）

敬婷婷 生活（Iife）

艾轩语 文明浦东（Civilized Pudong）

郑晓扬 我的家（My home）

詹丽莹 一日游（One-day tour）

张紫怡 珠海一景（A view of Zhuhai）

韦 臻 圆明新园之澹泊宁静（The tranquility of Yuanming new garden）

郑嘉萱 旅人与返乡者（Travelers and returnees）

邝韵苹 目月（Eye moon）

成旸旸 蝶变（Sphenoid transformation）

杨安琪 虾饺（Shrimp ravioli）

张敬南 渔女愿（Fishergirl's wish）

尚 涛 卷着头发的女孩（A girl with curly hair）

周旖和 海桥一色（Sea and Bridge）

孔宁静 雨夜·人·海（Rainy night, people and sea）

肖琬烨 梦渔女（Dream fishergirl）

李杞然 书“成”珠海（The book becomes Zhuhai）

吴嘉珊 一笼珠海（A cage of Zhuhai）

黄 洁 观游珠海（Visit Zhuhai）

刘婉婷 鹤舞（Crane Dance）

杨书园 渔贝交辉（Fish and shellfish）

张杏瑶 洞庭桥（Dongting Bridge）

梁巧妍 珠海之美（The beauty of Zhuhai）

张恒智 斗门古街（Doumen ancient street）

何映希 风景（Scenery）

黄馨颖 公园的灯饰（Lighting in the park）

周羿冰 古树（Ancient trees）

曾玥文 海岛上的歌剧院（Opera House on the island）

周晓彤 家乡小景（Hometown scenery）

杨莉雯 美丽的度假村（Beautiful resort）

谭欣莹 前山大桥风景（Scenery of Qianshan Bridge）



刘伊琳 水上人家（Water house）

陈雪雅 晚景（Evening scene）

黄君彤 珠海渔女（Statue of Fisher Girl in Zhuhai）

唐琪涵 珠海印象（Impression of Zhuhai）

曹 淼 众志成城（Our wills unite like a fortress）

罗皖千 抗疫英雄（Anti epidemic hero）

高孜莹 最美逆行者（Brave heroes who put themselves in harm's way

李若嘉 We Are Winner

程海玲 与时间赛跑（Race Against Time）

胡梓璇 长征五号 B（Long march 5B）

胡贝芋 祈愿（Pray）

李 璐 流光溢彩的珠海（Brilliant Zhuhai）

谢 菲 我保护你，大海（I protect you, the sea）

赵林艳 珠海•夜（Zhuhai night）

戴伊雯 珠海的灯塔（Zhuhai Lighthouse）

赖佳琪 海之乡（Land of the sea）

杨丝雨 陶冶（To cultivate）

郭育和 海滨之城（Seaside city）

赖梦园 浪漫珠海（Romantic Zhuhai）

李子煜 珠海夏日祭（Zhuhai Summer Festival）

李晓琳 海滨之城的梦（The dream of seaside city）

殷 瑜 城市瞬间（City moment）

梁颖琳 珠海记忆（Zhuhai memory）

黎晓桐 寻味廣東（Thinking about Guangdong）

翟雪梅 璀灿之珠（Bright pearl）

郑佳妮 初初晨晓（Early morning）

刘静文 游珠赏海（Enjoy the sea）

肖兰芬 未来世界（The future world）

李家盈 空城旧梦（Old dream of empty city）

孔炜姓 宇宙堡垒（Cosmic fortress）

徐 蕾 葡萄（Grapes）

陈峻熙 国宝（National treasure）

吴家慧 组合（Combination）



黄逸轩 美丽的邂逅（Beautiful encounter）

麦雨心 星空（Starry sky）

陈家粮 钢铁侠（Iron Man）

郭祖儿 少女（Girl）

诸颖馨 清秋（Late autumn）

陈家源 快乐的海豚之家（Happy dolphin home）

吴泳霖 沉思（Contemplation）

王婉茹 渔女（Fishergirl）

陈惠珊 新渔女（New fisherman）

闫思琴 乐（Happy）

焦冉冉 逍遥（Carefree）

陈雨奇 刀马旦（Dao Ma Dan）

梁秋婉 祈祷（Pray）

王 芮 鳄鱼（Crocodile）

黄 俊 吸烟有害健康（Smoking is bad for your health）

曹文婧 爷爷家的门铃（Grandfather's doorbell）

刘姝洁 一串钥匙（A bunch of keys）

李明皓 蜥蜴（Lizard）

巴图尔 珠海之声（Voice of Zhuhai）

傅昊恩 84拖拉机零件（84 tractor parts）

曹 琦 花旦（Huadan）

丘 湘 本分（Duty）

谢亚芸 花期（Florescence）

梁 楹 呐喊（Shout）

何家欣 海岛上的周末（Weekend on the island）

吴禹萱 下雨的院子（A rainy yard）

黄锐淇 客厅一角（A corner of the living room）

余雅雯 背影（Back view）

吴家盈 窗外的花园（The garden outside the window）

谢梓莹 窗外的夏天（Summer outside the window）

莫 默 繁忙的珠海大桥（Busy Zhuhai Bridge）

叶子琳 沙滩排球（Beach Volleyb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