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邂逅科学——版纳植物园首届博物画画展

初评入围作品公告

自 2022 年 12 月 9 日发出征稿通知至 2023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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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纳植物

园首届博物画画展”共征集到全国多地的投稿作品 200 余幅。

通过画展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评选，共有 83 幅作品通过初评。

现将初评入围作品名单和参加复评注意事项公告如下。

一、初评入园作品名单

序号 作者 作品名称

1 曾孝濂 《无忧花》

2 曾孝濂 《杏黄兜兰》

3 卞姝雅 《生命》

4 陈东竹 《使君子》

5 陈桂荣 《黄姜花》

6 陈桂荣 《绿玉藤》

7 陈丽芳 《Wing》

8 陈文有 《假苹婆》

9 陈小芸 《火焰树》

10 陈小芸 《杜鹃叶山茶》



11 陈泽敏 《硬叶兜兰》

12 陈泽敏 《卷萼兜兰和秀丽兜兰》

13 戴越 《风筝果》

14 戴越 《滴液猪笼草》

15 丁悦 《苦尽甘来》

16 韩李李 《云豹》

17 何瑞华 《版纳小南瓜》

18 贺亦军 《千里光》

19 黄思凝 《银胸丝冠鸟》

20 黄思凝 《金斑喙凤蝶&白唇树蜥》

21 黄智雯 《海芋》

22 黄智雯 《粉花芭蕉》

23 贾钝 《绿尾大蚕蛾》

24 李聪颖 《桫椤》

25 李小东 《独角仙》

26 李小东 《长尾大蚕蛾》

27 李雪松 《马来熊与东京龙脑香》

28 李雪松 《日光浴的扬子鳄》

29 李殷 《尘归尘，土归土，虫归虫》

30 林河 《螽斯》

31 刘虹 《水鬼蕉》



32 刘江萍 《昙花》

33 刘丽华 《龙脑香科果实》

34 刘丽华 《牛角瓜》

35 刘禹辰 《荷花翠鸟图》

36 龙玉婷 《紫花西番莲》

37 龙玉婷 《紫色石斛兰》

38 罗健才 《鳄蜥》

39 罗颖 《红花山牵牛》

40 马平 《亚热带林下路边》

41 聂卫东 《褐喉食蜜鸟》

42 秦瑜阳 《巨嘴鸟》

43 裘梦云 《冲绳秧鸡 1》

44 裘梦云 《冲绳秧鸡 2》

45 田震琼 《三体》

46 田震琼 《“翼”情之下》

47 万伟 《树洞里的麻雀》

48 万伟 《苍鹭》

49 王澄澄 《大果木莲》

50 王澄澄 《会飞的种子》

51 王凌 《滇重楼》

52 王琴 《地涌金莲》



53 王奕 《地涌金莲》

54 王奕 《蝴蝶兰》

55 王浥尘 《川滇细辛》

56 王浥尘 《寄生花》

57 魏兰君 《美丽杀手（高山榕）》

58 魏淇澳 《黄腰太阳鸟》

59 翁哲 《白掌长臂猿》

60 吴秦昌 《巨魔芋之花》

61 吴秦昌 《巨魔芋之叶》

62 吴兴亮 《生命》

63 吴秀珍 《萤火虫》

64 吴秀珍 《瑰丽兜兰》

65 徐灵芝 《蓝喉拟啄木鸟》

66 徐荣飞 《雨林之蛙》

67 许宁 《尼尔吉里长尾叶猴》

68 许宁 《紫脸长尾叶猴》

69 严岚 《史塔基蝴蝶兰》

70 阳丽 《冬荪（白鬼笔）》

71 杨帆 《会飞的宝石》

72 杨建昆 《双江冰岛大雪山自然保护区》

73 杨建昆 《土瓶草》



74 杨锦丽 《凤梨》

75 兿夢 《鸢尾家族》

76 余天一 《世界热带森林》

77 张国刚 《东方墨头鱼》

78 张磊 《寿带》

79 张瑜 《沟谷雨林（海南）》

80 张瑜 《中华凤头燕鸥育雏》

81 赵莹 《石斛兰》

82 资佰 《一棵茶树的理想国》

83 籽裕 《守护》

二、参加复评注意事项

1、请初评入围的作者于 2023 年 3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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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3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