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 作品

类别 名称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1 科学类 趣味龙 陈红庆 廖洁萍 吴冬儒 江门市蓓蕾幼儿园 一等奖 拟推荐上省

2 社会类 碉楼保卫战 吕桂桃 陈瑞云 张嘉怡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菱东幼儿园 一等奖 拟推荐上省

3 科学类 魔法彩球—数的分解 黄芝京 张翠如 李艳 江门市第一幼儿园 一等奖 拟推荐上省

4 科学类 水的奥秘 钟结娉 张超丽 曾小燕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南宁幼儿园 一等奖 拟推荐上省

5 科学类 一起“趣”玩水 陈晓欣 林秋婵 何雪莹 江门市江海区外海幼儿园 一等奖 拟推荐上省

6 科学类 循环摩天轮 陈惠怡 陈冬琼 王美娴 江门市新会区雅逸幼儿园 一等奖 拟推荐上省

7 语言类 聪明屋 梁小珊 张群娇 洪秋莲 开平市三埠长沙幼儿园 二等奖 拟推荐上省

8 社会类 奇妙五邑 梁艳婷 吴秋梅 吴文恩
恩平市恩城街道办事处第一幼

儿园
二等奖 拟推荐上省

9 语言类 智趣故事盒 陈洁敏 黄凤群 廖艳彩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三丫黎景

鸿幼儿园
二等奖 拟推荐上省

10 科学类 伯努利小树 马锦潮 梁敏仪 江门市第一幼儿园 二等奖

11 艺术类 音乐列车 黄丽玲 伍嘉敏 邝晓岚 江门市蓬江区机关幼儿园 二等奖 拟推荐上省

12 艺术类 音乐城堡 叶丽嫦 刘慧仪 关瑞婷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菱东幼儿园 二等奖 拟推荐上省

13 社会类 有趣的小水车 廖瑞明 崔炎珍 陆雪红 鹤山市建委幼儿园 二等奖 拟推荐上省

14 健康类 智慧屋 邱秋华 叶锦芬 王淑嫣 鹤山市向阳花幼儿园 二等奖 拟推荐上省

15 社会类 侨乡洋楼妙趣屋 吴任臻 李晓茵 方雯贤 台山市第一幼儿园 二等奖 拟推荐上省

16 健康类 水桶大变身 温建红 钟淑婷 黎接花 鹤山市方圆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拟推荐上省

17 健康类 百变长颈鹿 吴小丹 林晓晴 陈淑玲 恩平市君堂镇中心幼儿园 二等奖 拟推荐上省

18 社会类 扫地车小能手 郭红梅 江门市教育第一幼儿园 三等奖 拟推荐上省

19 科学类 趣味思维大挑战 梁慧君 周晓恩
江门市蓬江区蒲葵幼儿园有限

公司
三等奖

20 语言类 侨乡戏院 张月明 李月娇 李美娥 江门市江海区滘北幼儿园 三等奖 拟推荐上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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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科学类 畅想乐园 陈志云 梁年裕 李美坚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南宁幼儿园 三等奖

22 科学类 有趣的七巧板 谭艳雅 张少琴 林绮婷 江门市蓓蕾幼儿园 三等奖

23 艺术类 金属狂想曲 陈颖坚 任敏萍 李清莲 鹤山市财贸幼儿园 三等奖

24 科学类 星球大作战 郑春花 梁妙婷 郑樱岚 恩平市御峰幼儿园 三等奖

25 科学类 扑克的奥秘 赵翠妍 吴慧婷 陈玮 江门市江海区滘北幼儿园 三等奖

26 科学类 修护碉楼民众参与 李群芳 开平市三埠祥龙幼儿园 三等奖

27 艺术类 有趣的机器人 邓丽萍 江门市卫生幼儿园 三等奖

28 艺术类 音乐城堡 梁丽红 刘  丹 卢清玲 开平市三埠新昌幼儿园 三等奖

29 科学类 筑梦太空 欧素玲 恩平市口岸幼儿园 三等奖

30 科学类 电流迷宫 黄剑楠 江门市教育第一幼儿园 三等奖

31 艺术类 非洲部落 邓步青 文洁连 袁洁冰
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乐倍儿幼

儿园
三等奖

32 科学类 魔术颜色小推车 谢淑萍 詹秋如 杨佩娟 台山市工业幼儿园 三等奖

33 科学类 奇妙八宝箱 区雅琼 汤洁彬 谢莉萍 江门市财贸幼儿园 三等奖

34 科学类 大战小怪兽 黄艳虹 文慧青 张秀萍 江门市江海区滘北幼儿园 三等奖

35 科学类 《多功能长颈鹿》 李丽莎 江门市卫生幼儿园 三等奖

36 科学类 玩味拼拼乐 吕颖君 鹤山市碧桂园幼儿园 三等奖

37 科学类 我是快乐的小能手 吴楚甜 李嘉慧 江门市江海区滘北幼儿园 三等奖

38 科学类 点点的探险之旅 谢仕容 黄群喜 朱美瑜 江门市蓬江区灏景园幼儿园 三等奖

39 科学类 按数取物 周群英 区洁洪 梁杏玲 江门市财贸幼儿园 三等奖

40 科学类 欢乐足球 龙妙慈 司徒伊馥 谢丹彤
恩平市恩城街道办事处第一幼

儿园东安分园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