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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田家炳学校“幸福田园”比赛  

获奖作品名单公告 

2020 年全国田家炳学校“幸福田园”比赛由田家炳基金会和曲阜师范大学

（中国教师博物馆）联合举办。是次活动共收到 67所学校申报的共计 205件

作品。经过严格初审和复评，现公布评选结果。 

获奖作品总体情况如下： 

 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合计 

一等奖 3件 5件 5件 13件 

二等奖 5件 12件 10件 27件 

三等奖 17件 38件 34件 89件 

鼓励奖 14件 36件 26件 76件 

详细名单附后。 

另有 3所学校获得“优秀组织奖”荣誉（每个组别各 1所），6位老师 

获得“优秀指导老师”荣誉称号（每个组别各 2位）。 

本次比赛的颁奖典礼拟于 7 月举办。获奖作品将制成专辑，并在曲阜师

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作专题展览，以彰显田校学子的风采。具体安排容后

通知。 

本次比赛展现了田校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校园生活的珍惜与感恩，

希望借此比赛，继续发扬敦品励学、互助互爱的精神，共建幸福田园！  

 

田家炳基金会                 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 

  2021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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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田家炳学校“幸福田园”比赛 

小学海报组获奖名单 

（按省市区首字笔画数排序） 

 

一等奖作品 

广东省清远市田家炳实验学校《我的田园生活》作者：管伟城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田家炳沙湖绿洲小学《疫情下的田家炳沙湖绿洲小学》作者：张雨宁 

香港保良局田家炳小学《走向幸福田园》作者：石御心 

 

二等奖作品 

上海市闸北田家炳小学（西部）《停课不停学》作者：周映彤 

山东省曲阜市鲁城街道田家炳小学 《幸福田园》作者：娄美琪 

广东省蕉岭县蕉华田家炳小学 《家炳精神，筑梦未来》作者：李瑶  

四川省南充市田家炳实验小学《守护希望的田园》作者：王艺博 

四川省南充市田家炳实验小学《幸福——希望》作者：严梓奕 

 

三等奖作品 

上海市闸北田家炳小学（东部）《爱的田园》作者：洪袁弥亚 

上海市闸北田家炳小学（东部）《救火英雄》作者：沈姝锐 

上海市闸北田家炳小学（西部）《文明校园》作者：邓一晨 

山东省曲阜市鲁城街道田家炳小学《快乐田小》作者：孔艺萌 

广东省大埔县高陂镇中心小学《绿荫下的幸福》作者：郭润涵 

广东省清远市田家炳实验学校《关爱同行》作者：姜林初 

广东省清远市田家炳实验学校《幸福田园 育我成长》作者：宋炜君 

广东省仁化县田家炳小学《关爱未来 共育明天》作者：郑芷怡 

广东省仁化县田家炳小学《关爱留守儿童》作者：傅钰诚 

广东省武江区田家炳沙湖绿洲小学《田园生活—看京剧学关羽》作者：张峻鸣 

江苏省盐城市田家炳实验小学《长大后我就成为您》作者：哈雨菁 

江苏省盐城市田家炳实验小学《我也是小战士》作者：吴佳晔 

江苏省盐城市田家炳实验小学《暖—战役时的课堂》作者：凌笑语 

安徽省铜陵市田家炳小学《田小勇士，“疫”扫而光》作者：潘妍 

香港救世军田家炳学校《六爱》作者：吴卓盈 

湖北省潜江市田家炳实验小学《“幸福田园” 爱在校园》作者：王梓淇、王芊珣 

湖北省潜江市田家炳实验小学《田园同心》作者：严允熙、张秦睿、涂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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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奖作品 

上海市闸北田家炳小学（东部）《丰收》作者：刘歆瑶 

上海市闸北田家炳小学（西部）《橘子中的汗水》作者：魏小雅 

山东省曲阜市鲁城街道田家炳小学《运动之家》作者：孟俊龙 

广东省大埔县高陂镇中心小学《我的家乡—美丽梅州》作者：陈嘉华 

广东省大埔县高陂镇中心小学《幸福的“田园”生活》作者：丘紫冰 

广东省仁化县田家炳小学《坚毅，让我们携手同行》作者：张筱柔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田家炳沙湖绿洲小学《幸福田园生活》作者：余静文 

广东省蕉岭县蕉华田家炳小学《扬帆起航，奋勇前进》作者：张桔嘉 

广东省蕉岭县蕉华田家炳小学《传承家炳精神，共创美好家园》作者：陈子嫣 

四川省南充市田家炳实验小学《幸福田园》作者：付博文 

香港保良局田家炳小学《田小精神，坚毅过人》作者：吴雨澄 

香港保良局田家炳小学《凝聚关爱，坚毅面对》作者：杨颖颐 

香港救世军田家炳学校《五诚》作者：邱凝儿 

湖北省潜江市田家炳实验小学《“有爱”田园》作者：杨馨冉 

 

优秀组织奖 

广东省清远市田家炳实验学校 

 

优秀指导老师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田家炳沙湖绿洲小学 朱香霖老师 

香港保良局田家炳小学 陈泳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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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田家炳学校“幸福田园”比赛 

初中作文组获奖名单 

（按省市区首字笔画数排序） 

 

一等奖作品 

山东省日照市田家炳实验中学《田园风情》作者：丁凯然 

广东省大埔县家炳第一中学《家炳精神铸就幸福“田园”》 作者：罗中玉 

香港田家炳中学《在校园中寻觅幸福》作者：李奇伶 

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幸福田中人》作者：王丽欣悦 

陕西省白水县田家炳实验中学《独特的礼物》作者：何枝聪、孙梦莹、景孟轩 

 

二等奖作品 

山东省日照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时光写下的诗—我的“田园”生活》作者：王淑鑫 

山东省日照市田家炳实验中学《青春如梦》作者：吕秋逸 

山东省曲阜市田家炳中学《四季田园 幸福满满》作者：汤恩佳 

广东省大埔县家炳第一中学《田园,家园》作者：何斯涵 

广东省大埔县家炳第一中学《秉坚毅·沐关爱·成人生》作者：赖可俊 

广东省肇庆市田家炳中学《风的四季》作者：莫善乔 

广东省平远县田家炳中学《未央家国情  共筑华夏梦》作者：吴思谕 

江苏省扬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田园花开》作者：张康年 

陕西省白水县田家炳实验中学《田中记·校园情》作者：皇甫雅倩 

湖北省荆州市田家炳中学《我的“田园”生活》作者：陈传捷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田家炳中学《播撒大爱，精神永驻》作者：李煜涵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田家炳高级中学《田家炳中学伴我成长》作者：潘博 

 

三等奖作品 

广东省平远县田家炳中学《疫情在前，重任在肩—致敬守护平安的英雄们》钟佳欣 

广东省大埔县家炳第一中学《一朝一夕皆是校园》作者：林璋 

广东省清远市田家炳实验学校《田园.甜园》作者：廖楚枫 

广东省清远市田家炳实验学校《田园花开》作者：胡健旺 

广东省清远市田家炳实验学校《暗夜终有破晓时》作者：叶中萌 

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田家炳民族中学《口罩遮不住你坚毅的目光》作者：房祖怡 

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田家炳民族中学《田中生活》作者：温佳琦 

广东省湛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田中之光》作者：何林瑾 

广东省湛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坚毅在田园》作者：高素雅 

广东省韶关市田家炳中学《向日葵成长记》作者：章育萍 

广东省肇庆市田家炳中学《友爱处处，点滴在心》作者：刘韵 

广东省肇庆市田家炳中学《微型广播剧<爱在田园>》作者：麦浩聪、谭晴、邱懿 

广东省蕉岭县蕉华田家炳中学《我的青春有色彩》作者：宋文旦 

云南省玉龙县田家炳民族中学《行走在田中的春天里》作者：郑瑶 

云南省玉龙县田家炳民族中学《阳光伴我行》作者：王梅 

云南省玉龙县田家炳民族中学《迎着阳光起舞》作者：木雯慧 

云南省保山市田家炳中学《陌生的感动》作者：杨晓慢 

四川省成都市田家炳中学《那份答案在心头》作者：王函林 

四川省成都市田家炳中学《纪念在田中的青春》作者：赵梓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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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田家炳中学《幸福田园生活》作者：兰欣怡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田家炳中学《竹韧风狂，爱之花静绽放》作者：曾诗艺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田家炳中学《遇行田中》作者：余依川 

江苏省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芭蕉》作者：叶睿琪 

江苏省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幸福的田园生活》作者：程妍 

江苏省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幸福的田园生活》作者：薛耀玥 

江苏省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第一次》作者：郭宇轩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田家炳中学《不舍田中》作者：张建恒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田家炳中学《美丽的田园，幸福的生活》作者：程宇轩 

陕西省白水县田家炳实验中学《破茧》作者：问紫桐 

香港田家炳中学《田中与我》作者：赖欣妍 

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田园赞歌》作者：徐佳熠 

湖北省松滋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这，不亦快哉》作者：郑婷婷 

湖南省衡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你给予的温柔是漫漫黑夜的动力》作者：张熙珍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田家炳高级中学《我在田中成长》作者：常耘博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自行车后座上的父爱》作者：段依含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责任置与肩，寸心报深恩》作者：邢依凡 

黑龙江省鸡西市田家炳中学《田中子女,家炳之光》作者：夏锦烨 

黑龙江省鸡西市田家炳中学《我心中的净土》作者：相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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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奖作品 

山东省曲阜市田家炳中学《田园生活 幸福满怀》作者：荆俊鹏 

山东省曲阜市田家炳中学《幸福田园》作者：杨博文 

广东省平远县田家炳中学《疫情难抵人心齐》作者：姚子芮 

广东省大埔县家炳第一中学《田园家人》作者：刘炜杰 

广东省大埔县家炳第一中学《秉承家炳精神 共沐“田园”生活》作者：詹锐超 

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田家炳民族中学《我是幸福的田中人》作者：房瑶玥 

广东省湛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幸福的田园生活》作者：许童翔 

广东省韶关市田家炳中学《守护天使》作者：刘津妍 

广东省韶关市田家炳中学《论坚毅》作者：陈言 

广东省蕉岭县蕉华田家炳中学《谁道田园无芬芳》作者：徐宇梦 

广东省蕉岭县蕉华田家炳中学《感田园之美》作者：陈妮勤 

云南省保山市田家炳中学《青春助梦成长》作者：刘毅冉 

云南省保山市田家炳中学《奋斗依然》作者：顾佳洁 

江西省九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幸福田园“我的家”》作者：刘韵文 

江西省九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梦想在田中起航》作者：胡雨萱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田家炳中学《关爱在田园》作者：章思童 

江苏省扬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银杏树笑了》作者：吴宋诚 

江苏省扬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温暖田中，有您》作者：叶紫怡 

江苏省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田园的精气神》作者：俞能博 

江苏省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跨过那条“银河”》 作者：陈瑞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田家炳中学《我爱的田园》作者：强音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田家炳中学《野草礼赞》作者：吴泽楷 

香港田家炳中学《疫情下的田中》作者：黎海郦 

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生命的姿态》作者：杜芮君 

湖北省松滋市田家炳实验中学《难忘九月田园花香》作者：田宝鸿 

湖北省松滋市田家炳实验中学《遇见》作者：张子宁 

湖北省荆州市田家炳中学《幸福田园》作者：肖明宇 

湖南省衡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关爱他人 幸福生活》作者：罗曼绮 

湖南省衡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幸福的田园生活》作者：邓霖壕 

黑龙江双鸭山市田家炳中学《在田园，我自豪》作者：邹雨含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田家炳高级中学《最美的你们》作者：陈禹汐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坚 毅》作者：关佳乐 

黑龙江省鸡西市田家炳中学《美好的田园生活》作者：于海巡 

福建省莆田市田家炳中学《田中军训记》作者：程哲景 

福建省莆田市田家炳中学《光芒》作者：李珈米 

福建省莆田市田家炳中学《关爱无处不在的田中校园》作者：蔡玉萍 

 

优秀组织奖 

江苏省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山东省日照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袁霞老师 

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 王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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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田家炳学校“幸福田园”比赛 

高中视频组获奖名单 

（按省市区首字笔画数排序） 

 

一等奖作品 

广东省肇庆市田家炳中学《演讲 （A Speech）》 

作者：陈宏熙、黄晌、莫皓然、徐逍遥 

黑龙江省安达市田家炳高级中学《蜕变》 

作者：王于珊 

湖北省荆州市田家炳中学《微缩的中华—致武汉》 

作者：汪雅伦、陈美慧、杨宇航、袁熙媛、袁晶晶 

湖南省衡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我们从未停下脚步》 

作者：赵芯羽、刘子莎、唐敏 

湖南省浏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南山南》 

作者：邓子颢、林国栋、温朝鹏、余熙宇、雷健葳 

 

二等奖作品 

内蒙古包头市田家炳中学《前行》 

作者：刘畅、杨文婧、王伟、解彬 

江苏省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追风去》 

作者：张冰璐、谢秋彤、杨雨轩、马倩颖、张秋阳 

安徽省安庆市田家炳实验中学《以爱之名》 

作者：吴桐、郑燕 

安徽省临泉田家炳实验中学《暖风》 

作者：张孟博 

河北省保定田家炳中学《关爱在身边》 

作者：李梦扬、闫小韬、王梓睿、牛思祺、邸钰 

河南省新乡市田家炳高级中学《青苹》 

作者：郑文哲、赵彩瑞、田静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田家炳高级中学《抗疫我们在行动》 

作者：聂嘉、王春强、肖松严 

湖南省浏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骄傲的少年》 

作者：刘辉宇、王添艺、袁璨璨、赵韶涵、何依婷 

湖南省浏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陪伴》 

作者：曾添琰 、李卓仁、赵静、胡洪朗、胡同 

福建省三明市田家炳实验中学《田中情 国旗梦》 

作者：张宏斌 

 

三等奖作品 

广东省大埔县家炳第一中学《幸福的田园生活—在田园中学习、成长》 

作者：邬杨晋 

广东省龙川县田家炳中学《我的幸福田园》 

作者：魏嘉莉 

广东省茂名市田家炳中学《好心茂名，幸福田中》 

作者：陈俊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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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湛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不负青春》 

作者：詹伟康、钟晓彤、柯耀翔 

广东省韶关市田家炳中学《沉默中的爱》 

作者：侯冠锋、梁建锦、莫裕兴、董俊乐、邓子其 

广东省肇庆市田家炳中学《奋进坚毅·友爱互助》 

作者：黄枰淇、郭慧婷、麦瑞麟、梁棨森、张钰恒 

广西玉林市田家炳中学《不负韶华》 

作者：郑世勇、李杰勇、陈展业、梁瑜宁、黎彦红 

广西玉林市田家炳中学《杨小铭的田园的幸福生活》 

作者：张婷、邱俊莹、宁寿添、杨杰铭、陈嘉豪 

云南省玉龙县田家炳民族中学《石缝中的新芽》 

作者：陆云、李小霞、和建雄、和晓澜、王萃 

内蒙古包头市田家炳中学《坚毅果敢·幸福田中》 

作者：樊泽 

内蒙古包头市田家炳中学《转变》 

作者：凌峰、付佳琦、李婕、冯智鸣、张蕊 

甘肃省白银市田家炳中学《幸福田园 快乐生活》 

            作者：郭文杰、善孝文、李玲玲、张亚南 

甘肃省白银市田家炳中学《幸福生活在田中》 

            作者：毛安杰、郑秀丽、刘朝阳、吴宇泽、李宗炎 

甘肃省白银市田家炳中学《放飞希望 成就梦想》 

作者：李恩琦 

四川省成都市田家炳中学《我是合格田中人》 

作者：李梓乐、雷煜东 

四川省通江县田家炳中学《幸福田园之诺水育才》 

            作者：谢欣怡，程香，王熙莹 

辽宁省鞍山市田家炳高级中学《我们的田园生活》 

作者：袁祥林浩 

吉林省长春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夜空中最亮的星》 

作者：李莹、华筱萌、朱秀莉 

江西省九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共创田园”六品操》 

作者：匡隆杰、田蜜、余甜甜、董君安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田家炳中学《蜕变》 

作者：刘家杰、郄宏杰、章佳思 

江苏省苏州市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我心中的田园》 

作者：徐帆钦 

江苏省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生日快乐》 

作者：高雨乐、苏季翔 

安徽省安庆市田家炳中学《生命的出路·呼声》 

作者：陆俊熊、胡艺、徐宇恒、刘鉴、郑雪阳 

安徽省芜湖市田家炳实验中学《不负韶华》 

作者：任伯纯、盛凌峰、张俊斌、查晨龙、叶凌志 

河北师范大学田家炳中学《爱无处不在》 

作者：刘宸、黄滋涵、李佩泽、赵佳梁、高晴 

贵州省遵义田家炳中学《你好，田园》 

作者：夏昕玥、冯娅迪、刘辉、高云毅、谢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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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遵义田家炳中学《致高三》 

作者：廖圆圆、郭小娜、周蓥希 

重庆市大足田家炳中学《我长大了》 

作者：艾佳、刘艳、孟豪 

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轨迹》 

作者：陈诗颖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田家炳高级中学《奋进中的田家炳高级中学—魅力田中 幸福家园》 

作者：徐熙桐、刘馨蔓、张雨昕、徐敬博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田家炳高级中学《追随田家炳足迹 弘扬田家炳精神》 

作者：张馨月，张明阳，于鸿博、王思文、栾宇博 

湖南省衡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我的幸福田园生活》 

作者：李琴 

福建省三明市田家炳实验中学《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作者：苏柳心、曾桂林 

福建省三明市田家炳实验中学《理想与成长》 

作者：胡子永、林青享、陈兴炟 

 

鼓励奖作品 

广东省大埔县家炳第一中学《步入田园，如沐春风》 

作者：郭坤葳 

广东省珠海市田家炳中学《幸福田园》 

作者：黄梓涛 

广东省湛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共同战役，学会坚毅》 

作者：乔羽婷 

广东省肇庆市田家炳中学《梦开始的地方》 

作者：林志键、罗晓锋、谢文韬、张锦娟、吴虹婷 

广西玉林市田家炳中学《彼方尚有荣光在》 

作者：王颖、宁玉舒、蓝雨菲 

云南省玉龙县田家炳民族中学《为新希望加油》 

作者：浩佳钰 

云南省玉龙县田家炳民族中学《我们的幸福田园》 

作者：朱文明、和萍、陈秋璇、和鑫龙、和小松 

辽宁省鞍山市田家炳高级中学《美丽的田中 幸福的家》 

作者：董昊茗、徐童睿、韩依彤 

辽宁省鞍山市田家炳高级中学《致青春—我们的田中生活》 

作者：锦丽泰、朱芥萱 

吉林省长春市田家炳实验中学《田公的学校》 

作者：周暄皓 

江苏省苏州市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寻家记》 

作者：周阳 

江苏省苏州市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朗诵<相信未来>》 

作者：张敏佳、俞君怡、邹杰、王嘉怡 

安徽省安庆市田家炳中学《和谐安逸的校园生活》 

作者：高叶庆，王子宇 

安徽省芜湖市田家炳实验中学《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作者：金玟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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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芜湖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最美》 

作者：靳晔、刘奕、代俊业、杨文涵 

安徽省临泉田家炳实验中学《幸福多彩的田园生活》 

作者：房紫涵、胡玉林、曾雨豪、段得中、潘如意 

河北省唐县田家炳中学《关爱互助，坚毅前行》 

作者：史德祥、王婧祥、刘洋、韩子若、臧文灿 

贵州省遵义田家炳中学《幸与福》 

作者：何婷婷、张道越 

重庆市大足田家炳中学《坚毅》 

作者：彭嘉星 

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风起之后再扬帆》 

作者：张芮、李凤、唐铖鸿、文梦媛、陈红雷 

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那片蔚蓝下》 

作者：陈春燕、宋宥妤 

海南省三亚市田家炳高级中学《坚毅—为理想起航》 

作者：黎佳欣 

湖北省荆州市田家炳中学《幸福生活》 

作者：陆迅、赵雅轩、唐伊蕊 

湖南省衡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星遇从云 花遇和风 最美青春遇田园》 

作者：陈巧妮、刘佩、乃盛锦 

黑龙江省安达市田家炳高级中学《田中风光》 

作者：石雨欣 

黑龙江省安达市田家炳高级中学《关爱》作者：刘天阳 

 

优秀组织奖 

湖南省浏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 

黑龙江省安达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王沫老师 

湖北省荆州市田家炳中学 韩春华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