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二、三等奖名单

序号 节目（作品）名称 专业 展演人员 单位名称 奖项

1 《谐谑与塔兰泰拉》 小提琴 崔艺濛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一等奖

2 书法美术作品 书法 刘家瑞 繆斯艺术 一等奖

3 书法美术作品 书法 赵曼清 繆斯艺术 一等奖

4 《夜深沉》 古筝 陈诺馨 南京行知少儿培训中心 一等奖

5 《西部主题畅想曲》 古筝 李奕璇 南京行知少儿培训中心 一等奖

6 《智取威虎山选段》 戏曲 杨明轩 南京市京剧团 一等奖

7 《金山战鼓》 声乐 钱婧怡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一等奖

8 《歌声飘到海那边》 声乐 臧舒窈 南京和谐之声 一等奖

9 《贝多芬奏鸣曲<悲怆>》 钢琴 丁琬煊 汇乐琴行 一等奖

10 《匈牙利狂想曲第15首》 钢琴 叶珈铭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一等奖

11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孙雨晨 丹艺青文化 一等奖

12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高莲花 一等奖

13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王子萱 南京新远传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一等奖

14 《站  台》 朗诵 孙启菡 丁曼钰 黄  玮 杨心怡 南京艺术学院 一等奖



15 《泳  气》 舞蹈

许子言 冯可薇 刘景轩 刘炘彤 王婉宁 
张睿琳 蔡佳童 张雨馨 陈贞言 王梓颔 
陶欣玥 吴昊炩 王紫臻 岳美锦 肖婷露 
徐文汐 汪圣铱 钟若涵 糜星懿 范彦希

5+舞舞蹈学苑 一等奖

16 《良  宵》 舞蹈 程铭涛 南京正月初舞 一等奖

17 《中国芭比》 舞蹈 江昀镁 艺之舞艺术培训中心 一等奖

18 《洪湖人们的心愿》 二胡 张静怡 南京水之晶 二等奖

19 《萨尼哈之歌》 大提琴 马之行 南京弦之梦 二等奖

20 《沉  思》 小提琴 卢佳琦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二等奖

21 流浪者之歌 小提琴 沈睿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二等奖

22 《梁祝》选段 小提琴 何心一 南京弦之梦 二等奖

23 《丰收渔歌》 小提琴 崔艺宸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二等奖

24 书法美术作品 书法 吴泓烨 丰雅书法 二等奖

25 书法美术作品 书法 徐新淳 二等奖

26 书法美术作品 书法 李  熙 繆斯艺术 二等奖

27 《西部主题畅想曲》 古筝 范清怡 汇乐琴行 二等奖

28 《丰收锣鼓》 古筝
郭子宸 李炫玟 章玉佳 孙谦 王昱茹 程

馨颖 方子涵
梦乐轩琴行 二等奖

29 《秋夜思》 古筝 李沐霏 康嘉翊 南京艺术学院 二等奖



30 《All falls down》 吉他 薛韵涵 嗨音乐 二等奖

31 《手  机》 戏曲 陈姿妤 南京艺术学院 二等奖

32 《阿  刁》 声乐 丁可 童声飞扬 二等奖

33 《天亮了》 声乐 刘语哲 南京和谐之声 二等奖

34 《成  都》 声乐  虞子强 南京明月文化 二等奖

35 肖邦《B小调玛祖卡作品33之4》 钢琴 孙墨涵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二等奖

36 《谷粒飞舞》 钢琴 王语萱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二等奖

37 《克罗地亚狂想曲》 钢琴 杨杰儒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二等奖

38 《三部创意曲》 钢琴 阮晨曦 南京汇乐琴行 二等奖

39 《练习曲》 钢琴 陶俊杰 南京艺术学院 二等奖

40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何吉茹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 二等奖

41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杨菁玥 南京艺术学院 二等奖

42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余妮珂 19舞美 二等奖

43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陶暻涵 南京艺术学院 二等奖

44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阮泓嘉 南京新远传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二等奖

45 《中国人的“争气桥”》 朗诵 武永杰 黄  玮 李  哲 南京艺术学院 二等奖

46 《逆行的光》 朗诵 李  哲 赵维佳 南京艺术学院 二等奖



47 《豆蔻年华》 舞蹈
刘佳彤 刘雅璇 冯雅涵 吴籽言 俞  典 

王思淼 张欣雨 管秋童
南京正月初舞 二等奖

48 《姐姐妹妹齐欢庆》 舞蹈
王雨彤 孙亚雯 仲颐媛 方熙雅 张思璇 

严若雪 金佳玉 贺铃焜 樊祖彤
南京玄武蕾萌 二等奖

49 《唐  印》 舞蹈 陆籽含 5+舞舞蹈学苑 二等奖

50 《我家住在桃花山》 舞蹈

姜子歆 王瓷萱 郑钧尹 陈昱延 王彤鑫 
刘梦涵 唐子涵 王玥熙 陈  辰 吴誉萱 
王语萱 王语昕 徐佳洛 郭艾嘉 李姝雅 

陈梦曦 许雅涵 吴梓萱

天舟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二等奖

51 《圣桑-a小调》 大提琴 王欣玥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三等奖

52 《野蜂飞舞、斯卡布罗集市》 大提琴 胡嘉果 马之行 王欣玥 丁梓媛 吴立凡 南京弦之梦 三等奖

53 查尔达什舞曲 大提琴 吴立凡 南京弦之梦 三等奖

54 《独奏曲》 小军鼓 徐羽飞云 江苏省打击乐协会 三等奖

55 《g小调协奏曲第一乐章》 小提琴 张岚钧 江苏省小提琴学会 三等奖

56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小提琴 杨孙霓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三等奖

57 《奏鸣曲二号第三乐章》 手风琴 杨方泽希 南京手风琴工作室 三等奖

58 书法美术作品 书法 杨  昊 丰雅书法 三等奖

59 书法美术作品 书法 唐梦琪 江苏四明 三等奖

60 书法美术作品 书法 唐子萌 繆斯艺术 三等奖

61 书法美术作品 书法 王煜槿 繆斯艺术 三等奖



62 书法美术作品 书法 李采萱 繆斯艺术 三等奖

63 《战台风》 古筝 张小萱 清音琴行 三等奖

64 《幸福渠水到俺村》 古筝 倪若霏 筝言筝语 三等奖

65 《井冈山上太阳红》 古筝 周牧源 南京古筝协会 三等奖

66 《战台风》 古筝 王  茜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三等奖

67 《临安遗恨》 古筝 王雨婷 南京古筝协会 三等奖

68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古筝
彭诗越 张宸悦 杨礼潇 陈思睿 王珞予 

韦俊杰 杭禹丞 郁青卓
南京艺术学院 三等奖

69 《幻想曲》 古筝 卓明泽 南京艺术学院 三等奖

70 《幻想曲》 古筝 贺月溪 筝言筝语 三等奖

71 《将军令》 古筝 杨笑菡 米拉艺术培训中心 三等奖

72 《春到湘江》 古筝 杨  硕 南京古筝协会 三等奖

73 《渔舟唱晚》 古筝 省青协 三等奖

74 《夜空中最亮的星》 吉他 刘梓宁 殷志刚吉他教室 三等奖

75 《officially missing you》 吉他 潘玥菱 殷志刚吉他教室 三等奖

76 京剧《穆桂英挂帅》选段 戏曲 杨牧潼 南京粉墨霞熙 三等奖

77 《地震中的父与子》 戏曲 孙铭翊  南京艺术学院 三等奖

78 《爷孙俩的京剧情结》 戏曲 殷浚岚 南京艺术学院 三等奖



79  《灯孩儿》 戏曲 张誉凡 南京艺术学院 三等奖

80  《中国红》 戏曲
陈思霖 夏培智 孔尚语 刘梓漾 殷浚岚 

袁子卿 张誉凡 孙铭翊
南京艺术学院 三等奖

81  《爱花的牛》 戏曲 夏培智  南京艺术学院 三等奖

82  《雨  巷》 戏曲 陈思霖  南京艺术学院 三等奖

83 《眼泪潭》 戏曲 陈思齐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三等奖

84 《又唱万泉河》 声乐 尹薇雅 南京和谐之声 三等奖

85 《青城山下白娘子》 声乐

赵媛媛 褚  楚 朱高颖 肖斯菀 陈静怡 
赵敏君 李慧雅 高善毅 徐新月 胡宇涵 
江雨妍 曹雅兰 左曼琦 卜香凝 林雨青 

仲文熙 王洪锦 

天舟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三等奖

86 《回到拉萨》 声乐 朱月茹 童声飞扬 三等奖

87 《踩笙堂》 声乐 董瀚雯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三等奖

88 《爸爸的影子》 声乐 邓淳兮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三等奖

89 《中华小戏迷、九儿》 声乐 尹锘霏 南京和谐之声 三等奖

90 《水墨兰亭》 声乐
张亦然 李可馨 陆慧娴 夏柳昕 马蔷薇 
嵇  宁 孙可馨 杨婧萱 李  萌 朱昱霏 

刘  宇
天舟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三等奖

91 《十  年》 声乐 吴晞诚 嗨音乐 三等奖

92 《肖邦练习曲作品25第2首》 钢琴 张志勋 苏音艺术 三等奖



93 《喷  泉》 钢琴 徐  琳 南京咪来哆 三等奖

94 《午夜狂想曲》 钢琴 朱友濠 音博琴行 三等奖

95 《侏儒轮舞》 钢琴 葛溪一 三等奖

96 《跳  绳》 钢琴 高诗雅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三等奖

97 《克莱门蒂小奏鸣曲6 of 36》 钢琴 骆吕科铼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三等奖

98 《卡巴列夫斯基D大调变奏曲》 钢琴 孙苇杭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三等奖

99 《欢乐的牧童》 钢琴 邹蔚然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三等奖

100 《巴赫意大利协奏曲》 钢琴 张泽铖 南京明月文化 三等奖

101 《假面舞会》 钢琴 张淑婷 苏音艺术 三等奖

102 《辉煌的大圆舞曲》 钢琴 杨新一 音杰琴行 三等奖

103 《小奏鸣曲》 钢琴 陶文佳 博之乐音 三等奖

104 《小步舞曲》 钢琴 高熙哲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三等奖

105 《滇南山谣》 钢琴 阙灿静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三等奖

106 《Summer》 钢琴 南京咪来哆 三等奖

107 《翻身的日子》 钢琴 何中然 琴星少儿艺术团 三等奖

108 《绣金匾》 钢琴 杨乐欣 琴星少儿艺术团 三等奖

109 《托卡塔》 钢琴 陈若瑜 苏音艺术 三等奖



110 《花之歌》 钢琴 秦  姚 音博琴行 三等奖

111 《八音盒》 钢琴 李昕妍 音杰琴行 三等奖

112 《晓风之舞》 钢琴 苏俊宇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三等奖

113 《圣诞老人》 钢琴 倪芷玥 琴星少儿艺术团 三等奖

114 《浏阳河》 钢琴 杨可欣 琴星少儿艺术团 三等奖

115 《钢琴四级考级格季克练习曲》 钢琴 徐牧歌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三等奖

116 《钢琴六级考级曲目》 钢琴 汪子鹏 米拉艺术培训中心 三等奖

117 《C大调奏鸣曲》 钢琴 李宸睿 南京明月文化 三等奖

118 《巴赫二部创意曲》 钢琴 钱雨露 苏音艺术 三等奖

119 《赋  格》 钢琴 沈桐乐 音杰琴行 三等奖

120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唐  棠 南京汤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等奖

121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何佳恒 南京汤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等奖

122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霍艺文 小银星艺术 三等奖

123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郁  冉 丹艺青文化 三等奖

124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高宇禾 南京汤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等奖

125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王子宁 丹艺青文化 三等奖



126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尚思佳 丹艺青文化 三等奖

127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刘  美 三等奖

128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马燕红 江苏省文化馆 三等奖

129 书法美术作品 美术 苏语馨 丹艺青文化 三等奖

130 《正月十五》 唢呐 刘子萱 清音琴行 三等奖

131 《囚  歌》 朗诵 黄熙文 南京艺术学院 三等奖

132 《赛  马》 陶笛 尹玥晴 南京陶笛之家 三等奖

133 《田间斗笠》 舞蹈
徐李熠 王婉苏 郑  妍 褚婷婷 沈歆宜 
金牧妍 朱苏雨 冯远欣 鲍慧婷 于若然 

刘浩婷 许  可 许浩冉 采亦宸
艺涵艺术中心 三等奖

134 《剪窗花的娃娃》 舞蹈
江昀镁 刘子涵 徐  然 姚玥冰 马千一 

易昕悦
艺之舞艺术培训中心 三等奖

135 《葛蓓莉娅》 舞蹈

殷辰阳 林子玥 于思琪 姚苏轩 王雪菲 
郭钰婷 曾雅娴 楼  塬 尹安琪 许馨蕊 
庞  彧 陈韵秋 彭伊凡 俞炫慧 陈妡仪 
张馨月 郭佳薇 王鑫棽 杨皓予 郭芷睿 

柏苏原

南京圣福德艺术培训中心 三等奖

136 《姥姥说》 舞蹈

姚妤姗 冯紫馨 杨海可儿 谢依伊 仲子晨 

乔一兰 朱玟晓 佘昕妤 柴智心 梁  好 
吴嘉悦 吴悦欣 吴梦琪 何雨田 胡睿婕 

贾鈞杰

南京正月初舞 三等奖

137 《九  儿》 舞蹈 项阳 5+舞舞蹈学苑 三等奖



138 《芭蕾圆舞曲》 舞蹈
赵舒瑶 秦  雨 谢沁妤 孔禹心 荣梓淇 
朱沐卿 恽桢焱 张馨予 姚小颖 费逸凡 

马钰璇 王思澄
南京圣福德艺术培训中心 三等奖

139 《鱼儿欢歌》 舞蹈

蒋成曦 刘沁蕊 张语宸 金泊暖 戴伊一 
魏羽姮 王笑然 王妍蘅 周悠然 郭彦廷 
王逸萱 单思陶 迟梦琳 周陈冉 张家怡 
刘淑涵 童梓懿 陈欣怡 司熙宸 季汝瑶 

唐瑄忆 杨  洋 杨羽磬 殷佳琪

南京正月初舞 三等奖

140 《chicken》 爵士鼓 侯兆萱 俊思鼓校 三等奖

141 《哈密瓜岛》 爵士鼓 彭钦元 俊思鼓校 三等奖



优秀组织奖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1 音杰琴行

2 优漫星未来

3 音博琴行

4 新鸿书院

5 小天鹅板桥校区

6 苏音艺术

7 舞六七舞蹈

8 苏艺舞蹈

9 江苏省演艺集团

10 琴星少儿艺术团

11 浦口区悦读教育

12 南京行知少儿培训中心

13 南京艺术学院

14 南京弦外之音

15 南京弦之梦

16 南京陶笛之家

17 南京手风琴工作室

18 南京市古筝协会

19 南京圣福德艺术培训中心

20 南京咪来哆

21 米拉艺术培训中心

22 梦乐轩琴行

23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序号 单位名称

24 江苏省小提琴学会

25 虹叶艺术培训

26 嗨音乐艺术中心

27 南京隔壁班

28 博之乐音

29 5+舞舞蹈学苑

30 南京明月文化

31 江苏省文化馆

32 南京小银星艺术培训学校

33 南京丹艺青文化艺术培训

34 南京汤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5 江苏四明

36 苏音艺术

37 小童星艺术

38 小小画家

39 一尾鱼

40 艺塑格艺术中心

41 缪斯艺术

42 一枝梅艺术中心

43 艺能艺术中心

44 媚仙生画室

45 丰雅书法

46 梦育城

47 米谷艺术



序号 单位名称

48 江苏省戏剧学校



宁艺天使奖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位名称

1 虞子强 南京君子残疾人之家

2 史可雨 南京艺术学院

3 李  缘 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

4 张婧宸 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

5 潘羽阳 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

6 李霄腾 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

7 丁云舒 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



展演现场单项奖名单

序号 节目名称 表演人员 单位名称 指导老师 奖项

1 《红歌联唱》

蒋雨馨 周玥彤 薛筱冉 夏云希 冯楷芯 
方靖舟 由婧怡 袁艺函 吴舒曼 谷昊阳 
孟灏辰 褚甜羽 陈音诺 周璟盈 唐艺芸 
潘  妮 王昱文 佟若妍 王清萱 陈婧煖 

佰利甘朵艺术中心 唐晓玎 张君兰 最具能量奖

2 《惊  蛰》

陈诺馨 李奕璇 陆琳达 桑予清 吴雨桐 
汪欣蕊 强梓诺 杨予菲 胡歆雅 马梓涵 
朱奕璇 章雨菡 范诗蕊 罗  格 吉  玥 

张馨菲 李  钰 李欣悦 刘家瑞

舞之琳少儿舞蹈团 
南京古筝协会 
缪斯艺术

吴  绮 刘丽鸣 李天池 最佳创意奖

3 《智取威虎山》 杨明轩 南京市京剧团 李北营
最佳表现奖

4 《穆桂英挂帅》 杨牧潼 粉墨霞熙文化艺术 李正华

5 《让世界充满爱》

魏皓宇 张懿诺 徐乐曦 张力垚 吕胤璇 
邓乐妍 崔斯瑶 魏梓墨 樊伊宁 陈  凝  
姜柔安 刑亦冉 李沐恒 王冠睿 何知柠 
刘怡瑞 何思琦 付韵然 吴承泽 张昕晨 
许书华 赵欣怡 李奕萱 冯楚婷 谢梦晴 
张馨雅 吴晞诚 史雨可 虞子强 李  缘 

张婧宸 潘羽阳 李霄腾 丁云舒

嗨音乐艺术中心 
南京君子残疾人之家 

南京艺术学院 
南京残疾人联合会

周琳媛 熊  富 许  亿 
涂晓燕 樊功莉

最佳编排奖

6 《田间·斗笠》
徐李熠 王婉苏 郑  妍 褚婷婷 沈歆宜 
金牧妍 朱苏雨 冯远欣 鲍慧婷 于若然 

刘浩婷 许  可 许浩冉 采亦宸
艺涵艺术中心 张楠 最佳风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