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邂逅科学——第四届热带雨林中国画写生作品展 

初评入围作品公告 

 

 

自 2022 年 3 月 1 日发出征稿通知至 5 月 30 日截稿，中国科学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举办的“艺术邂逅科学——第四届热带雨林中国画

写生作品展”共征集到来自北京、山东、四川、河南、河北、安徽、湖

南、陕西、广西、江苏、广东、辽宁、黑龙江、江西、武汉、山西、福

建、甘肃、重庆、海南、云南、浙江、贵州、吉林、宁夏、香港等地的

投稿作品 232 幅。 

通过画展组委会的评选，共有 90 幅作品通过“艺术邂逅科学——

第四届热带雨林中国画写生作品展”作品初评。现将初评入围作品名单

和参加复评注意事项公告如下： 

 

一、 初评入围作品名单 

   序号 姓名 作品名称 省份  

1 李绮玫 《翡翠流萤》 安徽 

2 孙世生 《春的力量》 安徽 

3 陈桂荣 《菩提树》 北京 

4 何素兰 《云南印象》 北京 

5 侯克琦 《壬寅春克琦写生》 北京 

6 胡文英 《观音纳福》 北京 

7 姜艳 《晨雾》 北京 

8 李凤龙 《花有清香》 北京 

9 梁汉民 《版纳春风》 北京 



10 马楚航  《如焰》 北京 

11 余峰 《南国三月花正红》 北京 

12 张栋 《鹿角蕨》 北京 

13 卓拉 《鹦谧》 北京 

14 魏玄览 《雨林丛生》 福建 

15 许锐超  《密叶隐歌鸟系列之 15》 福建 

16 董哲 《竹林深处鸟声远》 甘肃 

17 张秋玲 《晨 曲》 广东 

18 郑升华 《金凤花开红似火》 广东 

19 庄卫虹   《勐仑之恋》 广东 

20 李小帆 《微风拂过竹林间》 广西 

21 梁业来 《幽谷泉韵》  广西 

22 罗宇翠  《宁静》 广西 

23 沈理 《大智文殊》 广西 

24 韦贵敏 《伙伴》 广西 

25 陈薇  《硕果累累》 广州 

26 杨译杰 《沐春风》 贵州 

27 李秀华  《南国风情》 河北 

28 张淑敏  《曼陀花香飘满园》  河北 

29 白云侠 《蕉窗鸣禽》 河南 

30 李自芹  《清风》 河南 

31 赵文胜 《版纳印象》 河南 

32 刘琳  《雨林印象• 仲夏寻梦》 黑龙江 

33 吴喆 《雨林情》 黑龙江 

34 刘向旭 《等着你》 湖北 



35 邓丽娟 《太平盛世》 湖南 

36 高敏 《雨林幽香》 湖南 

37 肖艺华 《蝶恋金莲》 湖南 

38 朱祖雄 《傣塞春色》 湖南 

39 邓素强  《芳泽幽香》 江苏 

40 李梦 《百鸟争鸣》  江苏 

41 阮礼荣  《曼陀罗》 江苏 

42 吴殿玉 《弯子木》 江苏 

43 冯岩  《版纳情怀》 辽宁 

44 付建 《棕园鸣禽》 辽宁 

45 徐旷达 《春之歌》 辽宁 

46 马雁宁 《春花满正开》 宁夏 

47 丁小涵  《游春——于植物园》 山东 

48 韩宏美 《春色满园》 山东 

49 孔仙仙  《绿净林塘》 山东 

50 李爱梅 《老藤版纳舞晨风》 山东 

51 刘晓雨 《棕榈》 山东 

52 王素芹 《骄阳似火》 山东 

53 王雪  《水天一色》 山东 

54 段文君 《星星之火》 山西 

55 谢园园 《雨林蕉香》 陕西 

56 周婷 《芙蓉满庭芳》 陕西 

57 卢忱 《绿色家园》 深圳 

58 代成  《浮花若梦》 四川 

59 孙默然 《绽放》 四川 



60 张艳林 《晨晖》 四川 

61 朱敏 《花开盛世》 四川 

62 张文倩 《果品系列》 武汉 

63 桂成通 《瑰丽》 西安 

64 陈楠  《林中之鸟》 云南 

65 陈文有 《春》 云南 

66 陈智  《绿色家园》 云南 

67 邓皓  《红情绿意》 云南 

68 邓婷 《微光》 云南 

69 丁骥  《雨林寻踪》 云南 

70 何明华 《雨林迷踪》 云南 

71 何瑞华 《傣族庭园》 云南 

72 李抒燃 《南风》 云南 

73 刘升溦 《草木芳心》 云南 

74 卢旭 《天蓝花白》 云南 

75 任振兴  《三月和风》 云南 

76 苏艳萍 《雨林花语》 云南 

77 谭芳梅 《烈焰》 云南 

78 王慧玲 《风土记忆》 云南 

79 杨永丽 《雨林春涧》 云南 

80 杨韵涵  《雨林春华》 云南 

81 张华 《雨林晨曲》 云南 

82 张惠哲 《清露》 云南 

83 张建云 《春天里》） 云南 

84 张学才 《观物 · 游心》   云南 



85 张云霁  《棕榈情》 云南 

86 黄东雁 《版纳芙蓉图》 浙江 

87 凌维维 《香蕉》 浙江 

88 郭三妹  《版纳五月花》  重庆 

89 刘陶 《相生》 重庆 

90 周丽华 《绿竹猗猗》 重庆 

 

二、参加复评注意事项 

1、请初评入围的作者于 2022 年 7 月 10 日前将原作寄出。（地址：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邮编：666303。联系

人：陈文有，电话：13988112426。） 

2、邮寄作品必须为公布的入围作品，作品需妥善包装并上保险，

交由正规物流公司运输，邮寄中作品如有破损和遗失由承运方负责。 

3、作品无需装裱，请在作品背面右下角用铅笔请注明：姓名（以

身份证为准）、作品名（与画面相同）、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4、初评入围的作者，尚未提供作品描述的，请将作者简介、作品

名称、作品的特色和创作思路等（ 200 字左右）发至邮箱

cwy@xtbg.ac.cn，以便展览时准确诠释该作品的内涵。 

5、展览解释权归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所有，未尽事宜

请咨询展览组委会。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环境教育中心 

2022 年 6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