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报送单位

0465 《碧水清泉多妖娆》《高山流水》《鹤寿图》北仑

042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北仑-北仑区白峰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44 国画双虎图——登高声自远 北仑-北仑区白峰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58 行书条幅“李白乘舟” 北仑-北仑区白峰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94 疫情后的春天，共赴绿色约会 北仑-北仑区柴桥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96 守护母亲河 北仑-北仑区柴桥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00 姐妹手工驿站---紫藤花手工坊手工制品 北仑-北仑区柴桥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09 万众一心抗疫情 众志成城续复兴 北仑-北仑区柴桥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94 虎头鞋 北仑-北仑区大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11 大碶高档模具园区职工风采 北仑-北仑区大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13 水乡灵绣 北仑-北仑区大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17 书画 北仑-北仑区大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48 写廉字  扬正气 北仑-北仑区大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64 学员书法作品 北仑-北仑区梅山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81 学员摄影作品 北仑-北仑区梅山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33 《巧手姐妹坊和她们的十二生肖》 北仑-北仑区戚家山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43 传递廉洁正能量 书写最美好家风 北仑-北仑区戚家山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98 美食一刻，共享生活 北仑-北仑区戚家山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29 为党旗点“钻”增辉 北仑-北仑区戚家山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15 多彩端午 北仑-北仑区戚家山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12 庆七十华诞 北仑-北仑区戚家山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29 五彩缤纷蛋套 北仑-北仑区霞浦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31 刺子绣小茶席、杯垫等小物件 北仑-北仑区霞浦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34 挥毫迎70华诞  翰墨赠中华民族 北仑-北仑区霞浦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36 坚守（组图） 北仑-北仑区霞浦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42 道德经 感悟人生智慧 北仑-北仑区霞浦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46 压花胸针制作 北仑-北仑区霞浦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15 翰墨飘香迎新年   北仑-北仑区小港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16 防疫书法作品 北仑-北仑区小港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38 五彩姐妹手作 北仑-北仑区小港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55 中国梦 北仑-北仑区小港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62 米芾《李太师帖》 北仑-北仑区小港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58 满江红 岳飞 北仑-北仑区小港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03 同舟共济勇向前，团结拼搏争第一 北仑-北仑区小港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17 神奇的珠珠 北仑-北仑区小港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95 北仑宫灯 北仑-北仑区小港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61 剪纸艺术 北仑-北仑区新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01 《碧水清泉多妖娆》《高山流水》《鹤寿图》北仑-北仑区新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04 行书：王冕诗《白梅》、行草：李白诗《渡荆门送别》、行书：《菠萝蜜多心经》北仑-北仑区新碶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27 过腊八 慈溪-慈溪市白沙路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162 行稳致远 慈溪-慈溪市白沙路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167 写意画《出污泥而不染》 慈溪-慈溪市白沙路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177 学习 慈溪-慈溪市白沙路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230 群丰剪纸 “五水共治” 慈溪-慈溪市白沙路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155 力争上游 慈溪-慈溪市崇寿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89 一枝独秀 慈溪-慈溪市崇寿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93 清晨的露珠 慈溪-慈溪市崇寿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95 草书《宋词二首》 慈溪-慈溪市崇寿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01 董黯汲水奉母 慈溪-慈溪市崇寿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19 美丽乡村——傅家路 慈溪-慈溪市崇寿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91 《乡情》 慈溪-慈溪市崇寿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75 海逸摄影组图 慈溪-慈溪市附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99 国画作品《江南园林》  水彩作品《故乡落日》慈溪-慈溪市附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09 《江南园林》、《故乡落日》 慈溪-慈溪市附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11 端午香囊 慈溪-慈溪市附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24 创意剪纸作品《蜘蛛网》、《心脏》、《甜筒》、《毒-罂粟》、《新年快乐》、《氢气球》、《彩蝶》慈溪-慈溪市附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31 《毛泽东沁园春雪》 慈溪-慈溪市附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39 巧手妈妈的 “花花世界” 慈溪-慈溪市附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44 精美的石头会说话 慈溪-慈溪市附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50 行书书法作品 慈溪-慈溪市附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88 恩爱 慈溪-慈溪市古塘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092 花艳蜂勤 慈溪-慈溪市古塘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102 老虎鞋系列作品 慈溪-慈溪市古塘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140 书法作品 慈溪-慈溪市古塘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248 吉安屋手作——生活布艺系列 慈溪-慈溪市古塘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269 新时代女性 慈溪-慈溪市古塘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289 吉安屋手作——生活布艺系列 慈溪-慈溪市古塘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334 诗仙李白 慈溪-慈溪市古塘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139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慈溪-慈溪市观海卫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82 张鹏诗一首 慈溪-慈溪市观海卫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35 空中教唱传艺  疫情艺起前行 慈溪-慈溪市观海卫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98 “祖国万岁”超大印糕版 慈溪-慈溪市观海卫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02 众志成城，战胜疫情 慈溪-慈溪市横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05 叠翠 慈溪-慈溪市横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08 《蒸出好运来》 慈溪-慈溪市横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13 《枫桥夜泊》 慈溪-慈溪市横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13 《积学储宝》 慈溪-慈溪市浒山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214 仿徐悲鸿《八骏图》 慈溪-慈溪市浒山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215 仿夏圭《溪山清远图》 慈溪-慈溪市浒山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247 《事事如意》 慈溪-慈溪市浒山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280 《鱼来运转》 慈溪-慈溪市浒山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281 《麋鹿口金包娃娃》 慈溪-慈溪市浒山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337 《神龟寿》 慈溪-慈溪市浒山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0284 虎头鞋 慈溪-慈溪市坎墩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85 明星 慈溪-慈溪市坎墩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53 瓯乐声声，传承古韵 慈溪-慈溪市匡堰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47 青瓷作品鉴赏 慈溪-慈溪市匡堰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48 青瓷制作 慈溪-慈溪市匡堰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59 镇农技员下村指导采摘明前茶 慈溪-慈溪市匡堰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79 越剧百花艳 慈溪-慈溪市匡堰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43 杨梅树矮化修剪剪影 慈溪-慈溪市匡堰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56 瓷韵流转 慈溪-慈溪市匡堰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02 遨游书海 慈溪-慈溪市龙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37 时代的旋律——广场舞 慈溪-慈溪市龙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71 一览众山小 慈溪-慈溪市龙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82 小小香包寄深情 慈溪-慈溪市龙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20 赞歌 慈溪-慈溪市桥头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34 卫士 慈溪-慈溪市桥头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10 《花系列》之《梅花》、《紫藤花》 慈溪-慈溪市桥头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17 书法作品《南柯子.池水凝新碧》 慈溪-慈溪市桥头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99 《吴让之篆书崔子玉座右铭》 慈溪-慈溪市桥头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02 绘画作品《争艳》 慈溪-慈溪市桥头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06 绘画作品《安平祥和图》 慈溪-慈溪市桥头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56 菱塘集众彩（组照） 慈溪-慈溪市胜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57 我们是冠军 慈溪-慈溪市胜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60 《天净沙•秋思》 慈溪-慈溪市胜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78 《中国抗疫图鉴》——众志成城 慈溪-慈溪市胜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79 触不可及 慈溪-慈溪市逍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49 十二生肖 慈溪-慈溪市逍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33 行书《过祝家渡》 慈溪-慈溪市逍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57 楷书《临江仙》 慈溪-慈溪市逍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61 隶书《绝句》 慈溪-慈溪市逍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62 行书《忆江南》 慈溪-慈溪市逍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71 国色天香（工笔写意画） 慈溪-慈溪市逍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75 玉堂瑞雪图（工笔山水画） 慈溪-慈溪市逍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77 千峰万壑映山红（山水写意） 慈溪-慈溪市逍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31 教师和他的家当 慈溪-慈溪市新浦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70 江山如此多娇 慈溪-慈溪市新浦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12 “海韵水彩”组画 慈溪-慈溪市新浦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20 青山绿水 慈溪-慈溪市新浦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53 献给抗疫前线的白衣天使 慈溪-慈溪市新浦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54 病毒乱了芳华 心中仍有朝阳 慈溪-慈溪市新浦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21 草编技艺传承 慈溪-慈溪市长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30 轻风托纸鸢 扶摇上青天 慈溪-慈溪市长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50 《新昌古诗四首》 慈溪-慈溪市长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54 《桃花一簇开无主》 慈溪-慈溪市长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83 九寨多泉涌瀑 慈溪-慈溪市长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10 福孝、台上台下、开心时刻、抢捧花、挖笋归来、惊讶、手机时代、一个人的游乐园、樱花树下、暑期生活慈溪-慈溪市掌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11 指尖艺术，惊艳时光   ——叶惠萍婚俗刺绣工作室慈溪-慈溪市掌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95 《悠然自得》 慈溪-慈溪市周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96 陶渊明《杂诗》 慈溪-慈溪市周巷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75 剪纸百蝶迎国庆 慈溪-慈溪市宗汉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53 港湾 慈溪-慈溪市宗汉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16 扇面诗词歌赋 慈溪-慈溪市宗汉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62 同心协力 慈溪-慈溪市宗汉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30 唐诗集锦 慈溪-慈溪市宗汉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05 孟郊劝学诗 慈溪-慈溪市宗汉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36 《志愿者与志愿军》 大榭开发区-宁波大榭开发区社区教育学院

0253 《沁园春 雪》 大榭开发区-宁波大榭开发区社区教育学院

0257 《与朱元思书》 大榭开发区-宁波大榭开发区社区教育学院

0263 《禽戏图》 大榭开发区-宁波大榭开发区社区教育学院

0266 《幽兰出深谷》 大榭开发区-宁波大榭开发区社区教育学院

0316 《满江红》 大榭开发区-宁波大榭开发区社区教育学院

0061 东钱湖摄影爱好者学习俱乐部摄影作品之东钱湖亚太皮划艇赛东钱湖区-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18 抗疫情作品 东钱湖区-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32 十字绣—红太阳 东钱湖区-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70 书法《临江仙》 东钱湖区-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20 神行笔墨世界 奉化-宁波市奉化区裘村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58 “尚鸢”风筝社 奉化-宁波市奉化区尚田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21 油画作品《写生静物》 奉化-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84 乡愁片片情 奉化-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41 古诗词

高新区-宁波国家高新区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宁波国

家高新区社区学院）

0407 纸落花飞传经典

高新区-宁波国家高新区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宁波国

家高新区社区学院）

0426 摄影集锦

高新区-宁波国家高新区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宁波国

家高新区社区学院）

0449 摄影集锦

高新区-宁波国家高新区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宁波国

家高新区社区学院）

0451 摄影集锦

高新区-宁波国家高新区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宁波国

家高新区社区学院）

0462 孔雀与牡丹—— 鸟中之王，花中之魁
高新区-宁波国家高新区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宁波国

家高新区社区学院）

0484 石头画--红烧肉
高新区-宁波国家高新区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宁波国

家高新区社区学院）

0488 摄影作品集锦

高新区-宁波国家高新区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宁波国

家高新区社区学院）



0492 摄影作品赏析

高新区-宁波国家高新区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宁波国

家高新区社区学院）

0435 《霞.影》《清晨》 《童年》 海曙-海曙区洞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52 《抗疫前线》《抢救》《水彩静物》 海曙-海曙区洞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44 志愿者：共同守望春暖花开 海曙-海曙区高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86 樊潘军行书作品——《贸西书画院品樱桃》海曙-海曙区高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51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海曙-海曙区横街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52 小动物聚会 海曙-海曙区横街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00 山居 海曙-海曙区横街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01 硬笔书法《禅语》 海曙-海曙区横街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40 童心绘梦 海曙-海曙区集士港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77 广德乡韵 海曙-海曙区集士港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17 恒爱织品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020 最美志愿者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073 端午节手工香袋。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080 为新中国庆生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082 致最美逆行者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091 中国脊梁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107 分秒必争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108 《念奴娇赤壁怀古》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109 我要飞翔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135 惠心动物园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138 墨趣书画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173 众志成城抗疫情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199 非遗传承于心间之“囍”字剪纸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212 宝善社区黄金姐妹帮巧手坊作品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295 《屠呦呦旧居-清廉文化长廊》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307 手工风筝作品5号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315 孔雀开屏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325 赞美好宁波诗句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326 “书写清廉”德育教学活动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329 手工风筝作品6号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347 讴歌新时代，丹青颂党恩--书画作品展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360      “功德盖古今伟业忙乾坤“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416 手工制作工艺品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419 多彩蝴蝶结发夹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420 西门街道北郊社区摄影学习共同体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510 祖国大地 海曙-海曙区社区学院

0124 石碶老年书法 海曙-海曙区石碶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25 石碶老年国画 海曙-海曙区石碶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63 石碶老年采风 海曙-海曙区石碶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22 泥趣 海曙-海曙区鄞江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26 书法条幅 海曙-海曙区鄞江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43 风情古镇山水小城 海曙-海曙区鄞江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60 石膏像写生 海曙-海曙区鄞江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83 艺术陶瓷 海曙-海曙区鄞江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66 西城秋色 海曙-海曙区章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74 章水味道 海曙-海曙区章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68 “太极神韵”之阴阳两极，动静结合
杭州湾新区-杭州湾新区庵东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

校

0204 摄影《初为姥爷》 江北-江北区洪塘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06 瓦绘《蝶恋花》 江北-江北区洪塘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08 风筝《多彩知了》 江北-江北区洪塘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09 中国梦 江北-江北区洪塘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42 先染折花手提包 江北-江北区洪塘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31 书法家书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036 指上花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041 “巧手”公益鞋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044 “妈咪”爱心童装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063 停课不停学，共同抗疫情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104 《美好》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144 赤壁赋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146 人在蓬莱似神仙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166 人生百味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190 归家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207 杜甫诗意图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228 立夏蛋套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237 老街印象 —— 韩岭村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246 竹笛制作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261 致敬战“疫”天使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273 虎头鞋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290 古诗一首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322 《疫情中的甬城》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359 青梅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378 怡情花扇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381 艺善百代康养书法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386 艺善百代非遗摄影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387 山水画作品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388 书法作品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389 摄影作品 江北-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0042 刺绣包 江北-江北区甬江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52 花开呈祥竹提包 江北-江北区甬江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68 小鹿 江北-江北区甬江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65 中国龙 江北-江北区庄桥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32 夏花绚烂 江北-江北区庄桥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88 抗疫——我们在行动 江北-江北区庄桥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38 永不退缩，迎难而上 江北-江北区庄桥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45 四季 江北-江北区庄桥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23 我和我的祖国 江北-宁波市慈城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72 晨曦泼墨 江北-宁波市慈城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00 《慈湖美景》 江北-宁波市慈城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30 刺绣作品集锦 宁海-宁海县茶院乡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31 书画作品集锦 宁海-宁海县茶院乡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58 花团锦簇 宁海-宁海县大佳何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72 国画《虾趣》 宁海-宁海县黄坛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90 书法作品集 宁海-宁海县力洋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96 剪纸作品集 宁海-宁海县力洋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27 岙胡文化礼堂凉白药 宁海-宁海县梅林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10 书画作品集 宁海-宁海县梅林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71 中华龙船 宁海-宁海县前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81 手工钩织艺术品 宁海-宁海县强蛟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84 贝壳艺术品 宁海-宁海县强蛟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57 宜居桑洲 宁海-宁海县桑洲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28 天明书画耕山播海 宁海-宁海县深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34 光影世界 宁海-宁海县深圳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67 书画展集锦 宁海-宁海县西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70 群艺闪耀集锦 宁海-宁海县西店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71 美丽工坊 宁海-宁海县跃龙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74 杏树国学 宁海-宁海县跃龙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19 象山县茅洋学校师生农民画作品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120 象山县茅洋农民画创作作品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141 刺绣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365 《开渔了》 《半边山神韵》 《金秋时节》 《太极表演》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369 麦秆画作品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380 丹东街道老年大学摄影班作品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385 书法作品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423 《盐田圆舞曲》《帆影》《编制梦想》《鹭舞》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424 摄影作品《晒海带》 《复工复产》《失传的渔艺》《城市美容师》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433 摄影作品《阿拉的海》《捕鱼》《冲刺》《扳罾》《花岙石林》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454 书法作品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455 绘画作品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459 书法作品 象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学院

0045 陈丹阳:《阿依帕夏》《白菜》《抖音里的女孩》《远望的风景》叶琼文:《花篮》朱宇萱:《海港渔船》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068 周秉益:《祥韵》《春韵》俞杰:《品》吴晓华:《正气》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071 何萍青：《渔家女》《码头渔事》《渔家小院》陈秀梅：《桃花鱼肥又鲜》杨杏芬：《船模》王亚红：《渔娃》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072 周秉益《祥韵》周秉益《春韵》俞杰《品》吴晓华《正气》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105 梅振扬:《船体构成》 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225  《明辩》《慎思》《性含刚坚》《城南花开》《诚其意》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233 《凤耳瓶》《创意杯》《镂空瓶》《白兔摆件》《抗疫英雄》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276 盐水虾蛄，象山十六碗（春、夏、秋、冬），石浦鱼糍面，红焖海虾，象山咸宝蟹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47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百船图》《和谐》《金鱼》《立体剪纸-梅竹》《象山》《中国梦》象山-象山县丹西街道成人学校

0447 影城皮具 象山-象山县定塘镇成人学校

0450 田园定塘书画 象山-象山县定塘镇成人学校

0456 铝丝工艺品 象山-象山县定塘镇成人学校

0480 铝丝工艺品 象山-象山县定塘镇成人学校

0047 石头画 象山-象山县鹤浦镇成人学校

0170 手工 象山-象山县鹤浦镇成人学校



0303 圆珠笔绘画 象山-象山县鹤浦镇成人学校

0304 行水流云 象山-象山县鹤浦镇成人学校

0508 风景画 象山-象山县鹤浦镇成人学校

0076 共克疫情 致敬英雄 象山-象山县爵溪街道成人学校

0321 书法作品六幅 象山-象山县爵溪街道成人学校

0345 《整装待发》、《万象山海》、《金色港畔》、《网箱养鱼》、《现代养殖》象山-象山县爵溪街道成人学校

0376 《60年代捕鱼机帆船》  《福建运输船》  《瑞典哥德堡号》   《90年代捕鱼大型船》  象山-象山县爵溪街道成人学校

0382 米馒头、红豆团、萝卜团、笋壳粽、夹沙糕、三角肉粽、沙里边、“双喜”金团象山-象山县爵溪街道成人学校

0522 海浪纹屏风 象山-象山县爵溪街道成人学校

0024 软陶小鱼挂件 象山-象山县石浦镇成人学校

0025 贝壳立体造型、贝壳贴画 象山-象山县石浦镇成人学校

0026 小木工带草帽的男孩 象山-象山县石浦镇成人学校

0027 麦杆画 象山-象山县石浦镇成人学校

0205 光影故事 象山-象山县石浦镇成人学校

0218 志愿服务 象山-象山县石浦镇成人学校

0251 书法 象山-象山县石浦镇成人学校

0301 “星空”、“多样人生”、“繁花似锦” 象山-象山县石浦镇成人学校

0342 叶子骞草书《欧阳修踏莎行》等三幅作品、楼俣婷习作二幅、赵凯炎习作一幅，共六幅。象山-象山县石浦镇成人学校

0523 石浦鱼灯 象山-象山县石浦镇成人学校

0397 竹根雕 象山-象山县西周社区教育学院

0408 胡永革书法作品 象山-象山县西周社区教育学院

0409 知秋竹刻 象山-象山县西周社区教育学院

0445 手工竹编作品 象山-象山县西周社区教育学院

0192 风筝 象山-象山县贤庠镇成人学校

0367 书墨飘香 象山-象山县贤庠镇成人学校

0374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象山-象山县贤庠镇成人学校

0460 花样年华旗袍秀 鄞州-鄞州区城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66 书报之友社 鄞州-鄞州区城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69 为观众送上了美妙的艺术享受 鄞州-鄞州区城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70 墨香缘书画组 鄞州-鄞州区城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15 小种子亲子阅读社 鄞州-鄞州区城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18 指尖匠心——剪出惇叙好家风 鄞州-鄞州区城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37 鱼灯 鄞州-鄞州区城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12 意境花艺 鄞州-鄞州区城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27 城市中的小精灵 鄞州-鄞州区城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67 共同学习中的成长 鄞州-鄞州区城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93 古色香包 鄞州-鄞州区城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53 韵满东吴  禅传太白 鄞州-鄞州区东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73 荷花镜里香 鄞州-鄞州区横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13 狮山书画院 鄞州-鄞州区姜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14 创意编织社 鄞州-鄞州区姜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16 阳光摄影社 鄞州-鄞州区姜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17 绿色木球 鄞州-鄞州区姜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83 三点一线 鄞州-鄞州区邱隘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85 巅峰决战 鄞州-鄞州区邱隘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86 曲韵和风 鄞州-鄞州区邱隘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89 书墨飘香 鄞州-鄞州区邱隘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90 义工风采 鄞州-鄞州区邱隘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91 垃圾分类 鄞州-鄞州区邱隘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30 塘溪竹编工艺 鄞州-鄞州区塘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19 堇山书画院社团 鄞州-鄞州区塘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97 五乡书画社团 鄞州-鄞州区五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98 五乡银星合唱团 鄞州-鄞州区五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99 五乡拉丁舞社团 鄞州-鄞州区五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02 五乡南北拳社团 鄞州-鄞州区五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03 五乡镇旗袍社团 鄞州-鄞州区五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05 五乡柔力球社团 鄞州-鄞州区五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06 五乡鼓队 鄞州-鄞州区五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507 五乡瑜伽社团 鄞州-鄞州区五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74 嵩江书画院 鄞州-鄞州区咸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78 摄影作品 鄞州-鄞州区咸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487 山海之间  书印咸祥 鄞州-鄞州区咸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99 大岚风光组图 余姚-余姚市大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42 《碑帖》  硬笔草书 余姚-余姚市大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22 歌颂疫情防控志愿党员志愿者 余姚-余姚市低塘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34 《鼠年宝贵》和《强者》 余姚-余姚市低塘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35 《幸福余姚》、《诚信赢天下》、《宁静致远》余姚-余姚市低塘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69 《陋室铭》 余姚-余姚市低塘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26 浓浓的乡土特色 余姚-余姚市河姆渡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33 专注 余姚-余姚市河姆渡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37 老有所为 余姚-余姚市河姆渡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45 诱人的美食 余姚-余姚市河姆渡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91 非遗传承——兰风盘纽 余姚-余姚市黄家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21 党的光辉照我心 余姚-余姚市黄家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28 书写激情 “艺”起抗疫 余姚-余姚市朗霞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32 花式制作，点缀美好生活 余姚-余姚市朗霞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13 诗社创作交流活动 余姚-余姚市梁弄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16 梁弄镇成校老年书法班活动剪影 余姚-余姚市梁弄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18 门球队参赛、活动 余姚-余姚市梁弄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50 梁弄镇成校经络操队活动之一瞥 余姚-余姚市梁弄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54 舞出健美 余姚-余姚市梁弄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57 美在画中，乐在其中 余姚-余姚市梁弄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521 美在方寸  乐在镜中 余姚-余姚市梁弄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48 临山老年书法 余姚-余姚市临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051 临山老年春联 余姚-余姚市临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160 青春啊青春 余姚-余姚市陆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64 《沁园春 雪》 余姚-余姚市陆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68 《驱邪图》 余姚-余姚市陆埠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80 我在中村迎新年 余姚-余姚市鹿亭乡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94 静怡刺绣 余姚-余姚市马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10 校企联办暑期乐园  解外来民工后顾之忧余姚-余姚市马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23 软笔书法 余姚-余姚市马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41 余姚市马渚镇开元小学“瑶瑚”剪纸社团 余姚-余姚市马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55 小球促和谐，健康你我他 余姚-余姚市马渚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75 《中国杂技》 余姚-余姚市牟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27 《万水千山》 余姚-余姚市牟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36 书法作品 余姚-余姚市牟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40 吴蒙棣《牟山湖故乡的湖》组图、杨心初《牟山湖》组图余姚-余姚市牟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69 剪纸 余姚-余姚市三七市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76 杨梅红了 余姚-余姚市三七市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78 写春联 余姚-余姚市三七市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82 硬笔书法 余姚-余姚市三七市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87 硬笔书法 余姚-余姚市三七市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52 剪纸艺术 余姚-余姚市三七市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79 翠韵梨洲《竹编系列》 余姚-余姚市社区学院

0287 传统书画 余姚-余姚市社区学院

0288 以书会友系列书法作品 余姚-余姚市社区学院

0103 群众文艺走进四明山镇农家乐 余姚-余姚市四明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51 四明山镇抗疫前线感人瞬间 余姚-余姚市四明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52 醉美四明山 余姚-余姚市四明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28 翰墨飘四明，祝福到千家 余姚-余姚市四明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36 古村北溪春节联欢会 余姚-余姚市四明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23 剪纸雅韵 余姚-余姚市泗门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91 翰墨丹青 余姚-余姚市泗门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392 篆刻 余姚-余姚市泗门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0294 2020抗击疫情木刻版画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68 古文選抄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83 余姚风光掠影 余姚-余姚市小曹娥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77 第四届“多力”杯门球邀请赛 余姚-余姚市丈亭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85 《我和我的祖国》 余姚-余姚市丈亭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86 《2020鼠年迎春写对联活动》 余姚-余姚市丈亭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87 《八段锦》 余姚-余姚市丈亭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093 《新时代跳起来》 余姚-余姚市丈亭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00 丈亭镇巾帼巧手美食大赛 余姚-余姚市丈亭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96 廉政书法 镇海-镇海区蛟川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97 傲霜斗雪 镇海-镇海区蛟川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74 《四月清和雨乍晴》 镇海-镇海区蛟川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46 龙舟 镇海-镇海区蛟川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194 绿源花木社成员活动照片及成果展示 镇海-镇海区骆驼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24 骆美学堂“金剪刀”剪纸社团作品有《百鸟朝凤》、《鼠年吉祥》、《花蝴蝶》、《红双喜》、《漂亮姑娘》镇海-镇海区骆驼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64 彩虹水果奶昔，低卡减脂沙拉，广式煲仔饭，咸蛋黄司康，美味肉松卷，古早味小米糕，下午茶松饼镇海-镇海区骆驼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06 南一社区墨香书画社 镇海-镇海区骆驼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93 澥浦农民画社——传统特色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镇海-镇海区澥浦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98 “新澥浦人学习社”：带动外来群体 助推乡村振兴镇海-镇海区澥浦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250 我们爱学习 镇海-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社区教育中心

0296 海港社区“海之卉”家居园艺协会 镇海-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社区教育中心



0425 书法作品 镇海-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社区教育中心

0249 琳琅满目的手工编织品 镇海-镇海区庄市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319 中国结——鼠年吉祥 镇海-镇海区庄市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21 手工串珠——两只小熊 镇海-镇海区庄市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43 阅读《猪妈妈的生日》——亲子制作生日礼物镇海-镇海区庄市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63 青山不老绿水常存 镇海-镇海区庄市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0479 亲子创意插花艺术 镇海-镇海区庄市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