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金陵金箔•宁艺之星”南京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展演（览）评选结果         

1、一等奖名单（77个）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55999 银丝挂面数一流 舞蹈类 南京正月初舞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一等奖
55794 向往蓝天之上 舞蹈类 南京正月初舞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一等奖
44665 《永不消逝的电波》 舞蹈类 南京小银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等奖
63501 《少年舞韵》 舞蹈类 南京小银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等奖
44962 芭蕾舞会 舞蹈类 南京圣福德艺术培训中心 一等奖
63487 向你们学习 舞蹈类  艺之星·萌艺佳艺术馆 一等奖
56843 万疆 舞蹈类 逐梦少年团 一等奖
47546 京剧《沙家浜》选段 戏曲戏剧 南京市京剧团有限公司 一等奖
47423 我们爱祖国 戏曲戏剧 南京吉土佳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一等奖
48005 京剧《今天我入队》 戏曲戏剧 南京市京剧团有限公司 一等奖
55705 多彩的中国 戏曲戏剧 朗音口才 一等奖
56496 《信》 戏曲戏剧 逐梦少年团 一等奖
56907 吟中华精魂 诵爱国经典 戏曲戏剧 欢虞文化（声音教室） 一等奖
56837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 戏曲戏剧 南京蓝精灵艺术培训中心 一等奖
55674 梦里梦外是江南 戏曲戏剧 雨伞工作室 一等奖
55924 《前奏曲》 音乐 南京卡尔音乐工作室 一等奖
54870 C大调奏鸣曲 音乐 德艺音乐教育 一等奖
44264 《卡巴列夫斯基小奏鸣曲》 音乐 南京璀璨琴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等奖
44574 黑键练习曲 音乐 南京咪来哆乐器有限公司 一等奖
44550 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 音乐 南京泉之音琴行有限公司 一等奖
44838 C大调奏鸣曲K545.第一乐章 音乐 南京晟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一等奖
54803 山火 音乐 江苏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一等奖
56530 小喇叭 音乐 汇声艺术中心 一等奖
54814 歌曲《种星星的人》 音乐  艺之星·萌艺佳艺术馆 一等奖
55496 庆翻身 音乐 南京爱琴海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一等奖
56448 G大调奏鸣曲 音乐 江苏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一等奖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55913 雪山音乐盒-汤山昭 音乐 指尖飞舞艺术培训中心 一等奖
47456 B小调协奏曲第三乐章 音乐 南京弦外之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一等奖
44273 《飞翔的银翼》 音乐 南京璀璨琴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等奖
55838 隐形的翅膀 音乐 南京朗之声艺术培训中心 一等奖
55499 二胡独奏 一枝花片段 音乐 南京民族乐团培训部-小红花民族乐团 一等奖
55883 湖上泛舟图 美术类 砚耕山房 一等奖
55206 松鹤延年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一等奖
55216 秀丽河山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一等奖
55458 花好月圆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一等奖
55471 漓江风韵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一等奖
56318 美丽乡村的落日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一等奖
56320 青山绿水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一等奖
57383 美术作品 美术类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一等奖
55811 温暖的猫咪 美术类 南京市江宁区善之艺术培训中心 一等奖
55812 惊鸿一瞥 美术类 南京市江宁区善之艺术培训中心 一等奖
47751 花季少女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奖
47772 美丽的山林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奖
47903 梦向未来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奖
56328 《新时代》 美术类 南京青蓝画室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一等奖
57044 时代在变，精神不变 美术类 南京青蓝画室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一等奖
57054 逐梦星河 美术类 南京青蓝画室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一等奖
55071 《青春心向党  奋斗新时代》 美术类 南京芒果书画 一等奖
47002 《飘扬热血的红旗》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一等奖
47259 既往荣耀，再续辉煌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一等奖
55623 魅力中国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一等奖
55628 民族传承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一等奖
56193 抗疫新星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一等奖
56200 雄狮少年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一等奖
56528 战疫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一等奖
56236 筑梦太空 畅想未来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等奖
56304 传承中华美德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等奖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57087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一等奖
57088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一等奖
57098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一等奖
57121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一等奖
57146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一等奖
57149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一等奖
57150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一等奖
57176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一等奖
57195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一等奖
47565 软笔行书：对联 美术类 南京七贤书画院 一等奖
47567 软笔行书：王维《终南别业》 美术类 南京七贤书画院 一等奖
54837 诗（出塞） 美术类 南京艺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奖
55500 诗二首 美术类 云泽书画院 一等奖
55646 《芙蓉楼送辛渐》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一等奖
55687 硬笔书法 咏新风 美术类 南京书情画意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等奖
55992 硬笔书法  金陵春意留 美术类 南京书情画意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等奖
56243 硬笔《水调歌头》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一等奖
56613 《我心向党》 美术类 南京青蓝画室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一等奖
56615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美术类 南京青蓝画室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一等奖
63511 《诗两首》 美术类 逐梦少年团 一等奖



2、二等奖名单（158个）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57035 《鱼儿欢歌》 舞蹈类 南京夏韵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54901 《振鹭于飞》 舞蹈类 韵之篮舞蹈艺术中心 二等奖

57064 儿时 舞蹈类 5+舞舞蹈学苑 二等奖

57040 《月愿》 舞蹈类 华曼舞蹈艺术中心 二等奖

55806 《童忆》 舞蹈类 南京艺恒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55551 楠木陇少 舞蹈类 5+舞舞蹈学苑 二等奖

54990 《火力小女团》 舞蹈类 南京黑兔舞蹈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45692 《唐宫夜宴》 舞蹈类 南京一枝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二等奖

55795 《阳光下成长》 舞蹈类 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 二等奖

55412 何其有幸 舞蹈类 南京市雨花台区第五季节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二等奖

56706 报童晨曦 舞蹈类 桃李星苑 二等奖

55803 《我爱吃蔬菜》 舞蹈类 南京艺恒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44603 多瑙河畔的少女 舞蹈类 南京圣福德艺术培训中心 二等奖

55246 《拉丁格调》 舞蹈类 南京梦飞扬艺术中心 二等奖

48051 珍惜 戏曲戏剧 南京吉土佳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二等奖

47466 京剧《共产党员》 戏曲戏剧 南京市京剧团有限公司 二等奖

44188 《霸王别姬》选段 戏曲戏剧 南京艺行思传媒有限公司 二等奖

55955 教我如何不想她 戏曲戏剧 逐梦少年团 二等奖

63498 《春晓》 戏曲戏剧 逐梦少年团 二等奖

55580 中国话 戏曲戏剧 乐语童声语言艺术 二等奖

55953 《假如我是一盒蜡笔》 戏曲戏剧 逐梦少年团 二等奖

56666 起航 戏曲戏剧 言说家 二等奖

56262 骑在爸爸肩膀上 戏曲戏剧 逐梦少年团 二等奖

47470 京剧《空城计》 戏曲戏剧 南京市京剧团有限公司 二等奖

55546 准跟叔叔一个样 戏曲戏剧 南京玩乐童年艺术文化交流中心 二等奖

44197 《四郎探母》选段 戏曲戏剧 南京艺行思传媒有限公司 二等奖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63495 《贵妃醉酒》 戏曲戏剧 南京市京剧团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502 万疆 戏曲戏剧 逐梦少年团 二等奖

56497 大山里的孩子 戏曲戏剧 逐梦少年团 二等奖

45550 肖邦黑键练习曲 音乐 南京泉之音琴行有限公司 二等奖

55429 Dis Kinda Place 音乐 南京民族乐团培训部-小红花民族乐团 二等奖

57093 D大调回旋曲 音乐 江苏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二等奖

57180 如愿 音乐 南京市翎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二等奖

55969 八月桂花遍地开 音乐 南京民族乐团培训部-小红花民族乐团 二等奖

56993 肖邦黑键练习曲 音乐 陆老师工作室 二等奖

47926 唱灯 音乐 南京晟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二等奖

44401 练习曲 音乐 南京咪来哆乐器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255 莫扎特C大调奏鸣曲 Kv.545 音乐 鸣仁艺术中心 二等奖

55434 一枝花 音乐 南京民族乐团培训部-小红花民族乐团 二等奖

55433 渔舟唱晚 音乐 南京民族乐团培训部-小红花民族乐团 二等奖

57245 哪吒 音乐 南京鼓舞未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57246 红旗飘飘 音乐 南京鼓舞未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47119 练习曲 音乐 南京况之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二等奖

55675 《天空之城》 音乐 鲸宁音乐 二等奖

55594 我和我的祖国 音乐 谈弹艺术 二等奖

55908 半生雪 音乐 南京朗之声艺术培训中心 二等奖

44848 西班牙小夜曲 音乐 南京晟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二等奖

44453 练习曲 音乐 南京咪来哆乐器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347 大漠行 音乐 艺芯古筝 二等奖

44321 《三部创意曲》 音乐 南京璀璨琴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二等奖

44375 《车尔尼Op.849 No.23》 音乐 南京璀璨琴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二等奖

44312 《赋格》 音乐 南京璀璨琴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二等奖

54782 浏阳河 音乐 南京溧水锦悦乐器经营部 二等奖

44270 《西游记序曲》 音乐 南京璀璨琴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二等奖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56027 萱草花 音乐 南京市六合区弦音吉他培训中心 二等奖

55860 帕萨卡利亚 音乐 南京朗之声艺术培训中心 二等奖

44720 这世界那么多人 音乐 南京吉土佳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二等奖

45132 Farewell Luna 音乐 南京迈斯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二等奖

44945 《惊蛰》二重奏 音乐 南京秦淮承音古筝教学中心 二等奖

56363 春到沂河 音乐 江苏翰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863 行者 音乐 苏音筝墨堂 二等奖

45289 秒针 音乐 南京晟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二等奖

55979 挂国旗 音乐 得艺霖艺术 二等奖

56365 瑶族舞曲 音乐 艺芯古筝 二等奖

43976 练习曲 音乐 南京军区联勤部三八保育院 二等奖

55670 飞跃彩虹 音乐 逐梦少年团 二等奖

56381 龙舌兰 音乐 万艺少儿艺术 二等奖

54833 素描 美术类 艺源书画 二等奖

55665 《海边之家》 美术类 伊树花少儿艺术团 二等奖

57242 我的中国梦 美术类 星话筒追梦小剧团 二等奖

55255 翠萍清晓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二等奖

55260 祖国万岁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二等奖

55332 美丽新乡村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二等奖

55472 天趣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二等奖

56679 芙蓉秋色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二等奖

56336 龙腾新时代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二等奖

56346 成长中的城市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二等奖

56998 峥嵘岁月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二等奖

57327 墨西哥草帽舞 美术类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二等奖

57384 美术作品 美术类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二等奖

57447 美术作品 美术类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二等奖

57471 美术作品 美术类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二等奖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56299 我心向党 美术类 南京优兰朵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805 《森林幻想》 美术类 南京赢在未来教育专修学校 二等奖

55960 国粹中华 美术类 南京炫色童年书画室 二等奖

45262 漫画 美术类 南京新远传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二等奖

45540 山水 美术类 南京新远传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二等奖

55798 风车 美术类 南京市江宁区善之艺术培训中心 二等奖

55814 大眼睛狗 美术类 南京市江宁区善之艺术培训中心 二等奖

55825 猫头鹰 美术类 南京市江宁区善之艺术培训中心 二等奖

56840 戏花间 美术类 南京市高淳区珑玲绘画培训中心 二等奖

56841 翠鸟和荷花 美术类 南京市高淳区珑玲绘画培训中心 二等奖

57019 鱼 美术类 南京市高淳区珑玲绘画培训中心 二等奖

56925 未来世界 美术类 南京善立太元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948 未来世界 美术类 南京善立太元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二等奖

47766 敦煌旧梦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二等奖

48413 迎接新时代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103 走进新时代 美术类 南京青蓝画室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二等奖

57063 勇往直前，努力奋斗 美术类 南京青蓝画室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二等奖

54957 《奋进新时代》 美术类 南京芒果书画 二等奖

54961 《青春心向党 奋进新时代》 美术类 南京芒果书画 二等奖

47023 《一双飞翔的翅膀》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二等奖

47216 富贵有余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二等奖

55846 小绿姐姐的春天 美术类 南京朗之声艺术中心 二等奖

55898 未来的车 美术类 南京朗之声艺术中心 二等奖

55912 节约护水从我做起 美术类 南京朗之声艺术中心 二等奖

55620 少年强则国强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二等奖

55622 金陵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二等奖

55629 南京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二等奖

56078 《森林守护者》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二等奖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56217 强国古今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二等奖

56537 大美中国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二等奖

56544 科技中国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二等奖

45583 同心向党，繁荣富华 美术类 南京丹华青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098 和祖国共奋斗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102 强国少年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182 斗志昂扬，中国少年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199 向新中国敬礼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210 童心绘中国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218 努力学习 报效祖国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二等奖

54780 喜迎二十大 美术类 隽易画室 二等奖

57069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二等奖

57075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二等奖

57076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二等奖

57095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二等奖

57106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二等奖

57116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二等奖

57139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二等奖

57142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二等奖

57147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二等奖

57156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二等奖

57171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二等奖

57189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二等奖

57198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二等奖

55228 我的青春拥护党 美术类 创艺麦田 二等奖

56771 老式蒸汽火车 美术类 彩色森林艺术美学馆 二等奖

56446 青春心向党 奋进新时代 美术类 贝思昌美术培训中心 二等奖

63507 《乡村音乐美》 美术类 逐梦少年团 二等奖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56895 我爱南京 美术类 施老师画室 二等奖

47031 《客至》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二等奖

47566 软笔行书：李大钊联句 美术类 南京七贤书画院 二等奖

47569 软笔楷书：贺知章《咏柳》 美术类 南京七贤书画院 二等奖

47571 软笔楷书：梁启超语录 美术类 南京七贤书画院 二等奖

47572 软笔楷书：毛泽东诗一首 美术类 南京七贤书画院 二等奖

47576 硬笔行书：岳飞《满江红》 美术类 南京七贤书画院 二等奖

47675 硬笔书法 美术类 南京七贤书画院 二等奖

48600 硬笔作品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二等奖

55171 少年中国说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二等奖

55290 江山无限好，祖国万年春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二等奖

55361 独坐敬亭山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二等奖

55685 硬笔书法 金陵春意留 美术类 南京书情画意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二等奖

55809 书法《红豆》 美术类 南京市江宁区善之艺术培训中心 二等奖

55991 硬笔书法  大美六合 美术类 南京书情画意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030 硬笔书法  金陵春意留 美术类 南京书情画意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153 《古诗一首》 美术类 江苏三会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二等奖

56257 腹有诗书气自华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二等奖

56268 硬笔《把酒问月》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二等奖

56273 硬笔行书《侠客行》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二等奖



3、三等奖名单（235个）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55800 《我和月亮说句话》 舞蹈类 南京艺恒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三等奖

54907 《舞韵敦煌》 舞蹈类 韵之篮舞蹈艺术中心 三等奖
55779 《以舞会友》 舞蹈类 南京艺恒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035 桃花笺 舞蹈类 5+舞舞蹈学苑 三等奖
55902 俏灵狐 舞蹈类 5+舞舞蹈学苑 三等奖
57181 赛马 舞蹈类 逐梦少年团 三等奖
55640 看戏 舞蹈类 南京嘉美舞蹈艺术培训中心 三等奖
54897 《踏歌行》 舞蹈类 江苏珞珂珂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810 《十一点半》 舞蹈类 南京艺恒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653 国风正当时 舞蹈类 南京PD街舞爵士舞培训中心 三等奖
44684 《映山红》 舞蹈类 南京小银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552 唐印 舞蹈类 5+舞舞蹈学苑 三等奖
54997 《小小的我大大的光》 舞蹈类 韵之篮舞蹈艺术中心 三等奖
55829 我心中的河 舞蹈类 南京正月初舞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439 妈妈的花裙摆 舞蹈类 5+舞舞蹈学苑 三等奖
55554 一条大河 舞蹈类 5+舞舞蹈学苑 三等奖
55905 月下呢喃 舞蹈类 5+舞舞蹈学苑 三等奖
56428 梨园小花旦 舞蹈类 桃李星苑 三等奖
56467 后生可畏 舞蹈类 0517街舞中心 三等奖
55975 中国再出发 戏曲戏剧 逐梦少年团 三等奖
56823 一滴水 戏曲戏剧 逐梦少年团 三等奖
56510 《先人与我们同行》 戏曲戏剧 逐梦少年团 三等奖
55972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 戏曲戏剧 逐梦少年团 三等奖
56730 《春天》 戏曲戏剧 朗音口才 三等奖
56880 乡愁 戏曲戏剧 乐语童声语言艺术 三等奖
47339 再别康桥 戏曲戏剧 南京吉土佳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533 沁园春雪 戏曲戏剧 南京玩乐童年艺术文化交流中心 三等奖
55482 大人们这样说 戏曲戏剧 艺林同心艺术沙龙 三等奖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55578 童心向党，永远跟党走 戏曲戏剧 乐语童声语言艺术 三等奖
55615 带雨的花 戏曲戏剧 南京书人幼儿园 三等奖
55672 又见李白 戏曲戏剧 雨伞工作室 三等奖
56953 少年中国说 戏曲戏剧 朗音口才 三等奖
56765 美丽中国 戏曲戏剧 南京蓝精灵艺术培训中心 三等奖
44439 中国红 戏曲戏剧 南京乐澄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44182 《红灯记》——临行喝妈一碗酒 戏曲戏剧 南京艺行思传媒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337 我喜欢红色 戏曲戏剧 南京吉土佳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7485 《准跟叔叔一个样》 戏曲戏剧 南京吉土佳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等奖
45364 《星期一逃跑了》 戏曲戏剧 南京一枝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604 京剧《红色娘子军》 戏曲戏剧 南京市京剧团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359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戏曲戏剧 南京吉土佳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7266 《水》 戏曲戏剧 星话筒追梦小剧团 三等奖
55365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戏曲戏剧 星乐澄艺术 三等奖
45308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音乐 南京晟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等奖
57083 万疆 音乐 南京市翎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436 云雀 音乐 南京民族乐团培训部-小红花民族乐团 三等奖
55977 树梢上的芭蕾 音乐 得艺霖艺术 三等奖
45483 《猎歌》 音乐 南京苏音筝墨堂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773 are u 音乐 灵风琴行 三等奖
56397 郊外去 音乐 天然琴行 三等奖
56974 《牧民歌唱毛主席》 音乐 邓老师钢琴工作室 三等奖
44249 《终曲》 音乐 南京璀璨琴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44558 鹈鹕爵士 音乐 南京泉之音琴行有限公司 三等奖
44246 《西游记序曲》 音乐 南京璀璨琴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44886 糖果 音乐 南京晟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127 键盘上的猫咪和老鼠 音乐 南京况之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4771 天亮了 音乐 希音琴行 三等奖
54809 火花波尔卡陶笛七重奏 音乐 南京市江宁区陶之笛艺术培训中心 三等奖
55150 井冈山上太阳红 音乐 新鸿书院 三等奖
44934 克罗地亚狂想曲 音乐 南京咪来哆乐器有限公司 三等奖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44746 小丑 音乐 南京咪来哆乐器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122 《喷泉》 音乐 南京德艺音乐教育 三等奖
55981 梨花又开放 音乐 得艺霖艺术 三等奖
54819 《离别》 音乐 南京德艺音乐教育 三等奖
55980 天使的翅膀 音乐 得艺霖艺术 三等奖
55959 三月云雀之歌 音乐 逐梦少年团 三等奖
55098 把未来点亮 音乐 灵风琴行 三等奖
55757 练习曲3 音乐 灵风琴行 三等奖
44795 小奏鸣曲 音乐 南京璀璨琴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44404 秘密 音乐 南京咪来哆乐器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480 小小心愿 音乐 小海星音乐培训中心 三等奖
55607 少年 音乐 谈弹艺术 三等奖
44202 《C大调奏鸣曲k330》 音乐 南京璀璨琴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020 小圆舞曲 音乐 天睿艺术培训中心 三等奖
57173 有你就幸福 音乐 南京市翎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866 《惊蛰》 音乐 苏音筝墨堂 三等奖
55130 小奏鸣曲OP.36 NO.4 音乐 南京德音艺术 三等奖
55937 《练习曲》 音乐 南京卡尔音乐工作室 三等奖
56591 g大调奏鸣曲 音乐 红叶艺术培训 三等奖

56481 降D大调前奏曲 音乐 得艺霖艺术 三等奖

55920 战台风 音乐 音博琴行 三等奖

4528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音乐 南京晟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等奖
44080 《春》 音乐 南京璀璨琴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312 打虎上山 音乐 江苏翰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等奖
44276 《雪花》 音乐 南京璀璨琴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431 清平乐 音乐 艺芯古筝 三等奖
56364 天山之歌 音乐 艺芯古筝 三等奖
56701 《加勒比海盗》 音乐 星艺橙少儿艺术团 三等奖
47113 玩耍 音乐 南京况之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7090 《西班牙舞曲》 音乐 南京小宇宙艺术馆 三等奖
47117 三部创意曲 音乐 南京况之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等奖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56383 左手指月 音乐 艺芯古筝 三等奖
56373 匈牙利狂想曲2号 音乐 德艺音乐教育 三等奖
47518 《战台风》 音乐 南京景略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43978 糖果仙子之舞 音乐 南京军区联勤部三八保育院 三等奖
56894 云宫迅音 音乐 指尖飞舞艺术培训中心 三等奖
55932 茉莉花 音乐 南京市六合区弦音吉他培训中心 三等奖
55432 送我一枝玫瑰花 音乐 南京民族乐团培训部-小红花民族乐团 三等奖
56897 小花猫照镜子 音乐 秦文文化艺术工作室 三等奖
57177 黄菊 美术类 逐梦少年团 三等奖
54873 素描静物 美术类 艺源书画 三等奖
56710 《无惧风雨共抗疫》 美术类 伊树花少儿艺术团 三等奖
55138 欣欣向荣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140 繁花似锦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198 秋韵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200 紫气东来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208 锦绣前程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249 国色天香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261 国色颂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308 祖国繁花似锦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309 青山碧谭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457 雪里红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460 万寿无疆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465 江上如此多娇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467 万寿无疆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468 江山如此多娇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469 江山如此多娇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6670 芙蓉花开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6681 蝴蝶兰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6693 云深不知处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6331 城市的故事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三等奖
56338 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三等奖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57236 年年有余 美术类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三等奖
57247 层峦叠翠 美术类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三等奖
57353 美术作品 美术类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三等奖
57374 美术作品 美术类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三等奖
57407 美术作品 美术类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三等奖
57415 美术作品 美术类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三等奖
57438 美术作品 美术类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三等奖
57460 美术作品 美术类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三等奖
57461 美术作品 美术类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三等奖
57475 美术作品 美术类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三等奖
56291 青春心向党 美术类 南京优兰朵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7329 党的光辉照亮科技之路 美术类 南京优兰朵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110 新时代 美术类 南京彦幼文化艺术中心 三等奖
45200 夏天的故事 美术类 南京新远传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等奖
54774 城市 美术类 南京小银星艺术团 三等奖
55817 眺望远方的鸟 美术类 南京市江宁区善之艺术培训中心 三等奖
56950 畅游未来 美术类 南京善立太元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714 乘风破浪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719 鱼跃龙门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724 冲浪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775 鱼戏莲叶间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824 红领巾向党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829 我和红领巾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832 喜迎二十大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864 新少年向党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909 华夏之美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48073 藏族姑娘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48414 科技时代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226 美丽江苏 美术类 南京巧鹿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231 爱我中华 美术类 南京巧鹿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4965 《青春心向党  奋进新时代》 美术类 南京芒果书画 三等奖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46846 《以青春之力，唱响随党之歌》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等奖
46863 《少年逐梦，飞扬筑梦》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等奖
46997 《童心向党》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005 《童心向党、共筑梦想》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017 《心中之火》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035 《妙笔绘中华》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203 红色印记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207 神州万里航天情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215 历史印记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260 国之传承，同心向党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262 《低碳环保新时代》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等奖
54797 《宇宙时空链接桥》 美术类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881 低碳生活 美术类 南京朗之声艺术中心 三等奖
56349 芙蓉戏水 美术类 南京景略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367 百花齐放 美术类 南京景略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619 美丽家乡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三等奖
55638 阳光下成长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三等奖
56085 《江雪》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三等奖
56094 《梅花香自苦寒来》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三等奖
56095 《同心抗疫》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三等奖
56374 逆行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三等奖
56539 烟雨江南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三等奖
56560 传统文化 传统中国 美术类 南京丹艺青画室 三等奖
45563 祖国繁荣昌盛 美术类 南京丹华青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45589 弘扬中国精神 美术类 南京丹华青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654 颂歌献给党 美术类 南京丹华青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885 中国航天梦 美术类 南京丹华青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7282 喜迎二十大 美术类 南京璀璨琴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101 锦绣中华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155 不忘历史，崛起中华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159 我的中国梦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节目编号 节目名称 参赛专业 报送单位 奖项

56188 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197 共进新时代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282 肩扛责任 与党同行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305 党在我心中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319 驶向新时代 美术类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4773 腾飞的巨龙 美术类 隽易画室 三等奖
57080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三等奖
57102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三等奖
57119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三等奖
57123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三等奖
57140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三等奖
57157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三等奖
57167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三等奖
57183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三等奖
57187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三等奖
57197 美术作品 美术类 行知画室 三等奖
55922 《筑梦新时代》 美术类 得艺霖艺术 三等奖
55923 《花到春晓》 美术类 得艺霖艺术 三等奖
55182 我把青春献给党 美术类 创艺麦田 三等奖
63504 《夏日》 美术类 逐梦少年团 三等奖
45229 漫画 美术类 南京新远传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等奖
47575 硬笔行书：王维诗二首 美术类 南京七贤书画院 三等奖
47579 硬笔楷书：刘禹锡《陋室铭》 美术类 南京七贤书画院 三等奖
48590 硬笔作品 美术类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54836 诗一首 美术类 南京艺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54886 诗一首（中华少年） 美术类 南京艺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54976 早发白帝城 美术类 博瑞艺术中心 三等奖
54977 早发白帝城 美术类 博瑞艺术中心 三等奖
55024 浪淘沙 美术类 博瑞艺术中心 三等奖
55166 岳阳楼记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180 长歌行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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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42 墨梅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295 学海无涯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363 独坐敬亭山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604 《杜牧-山行》 美术类 新鸿书院 三等奖
55683 硬笔书法 大美六合 美术类 南京书情画意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694 硬笔书法 复兴之路 美术类 南京书情画意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695 硬笔书法 咏新风 美术类 南京书情画意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704 硬笔书法 大美六合 美术类 南京书情画意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5997 硬笔书法  大美六合 美术类 南京书情画意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013 硬笔书法  大美六合 美术类 南京书情画意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203 楷书《早发白帝城》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三等奖
56225 楷书《滁州西涧》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三等奖
56248 行书《劝学》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三等奖
56266 隶书《登鹳雀楼》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三等奖
56276 楷书《林老论书诗》 美术类 象山美术 三等奖
56656 硬笔书法  新塞上 美术类 南京书情画意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657 硬笔书法  新塞上 美术类 南京书情画意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857 中华魂 美术类 正心格江宁区校区 三等奖
56891 《崛起》 美术类 南京青蓝画室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896 《永远跟党走》 美术类 南京青蓝画室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三等奖
56949 《芙蓉楼送辛渐》 美术类 南京糖果班 三等奖



       优秀组织奖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1 南京三艺艺术咨询有限公司

2 南京丹艺青画室

3 南京乐加学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4 新鸿书院

5 行知画室

6 南京市京剧团有限公司

7 南京民族乐团培训部-小红花民族乐团

8 南京书情画意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9 夏加儿艺术九龙湖

10 南京璀璨琴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11 南京丹华青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12 南京春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13 逐梦少年团

14 南京吉土佳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5 南京咪来哆乐器有限公司

16 南京晟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7 南京七贤书画院

18 南京小银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19 江苏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20 汇声艺术中心

21 南京蓝精灵艺术培训中心

22  艺之星·萌艺佳艺术馆 

23 南京正月初舞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24 南京况之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5 伊树花少儿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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