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1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蔡辉凡 57公里 何璐

2 河南工程学院 常畅 Regeneration plan 孙有霞

3 闽江学院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 陈佳豪 HEMISPHERE ONE 曾晨

4 广东培正学院 陈梦琪 弥幻 代骏頔

5 湖北理工学院艺术学院 陈名 大海的污渍 王玉莲

6 江西服装学院 党行行 SPACE TRAVELER 付志臣

7 海南师范大学 范进钦 Rose Boy 孔祥梅

8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方友佳 神舟N号 郑丽莉

9 闽南理工学院 傅伟洋 青年之声 严丽丽

10 天津师范大学 郭豪 山·力 刘冰

1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郭腾艳 青山如故 张继荣

12 吉林艺术学院 郭武 世界尘微里 王志惠

13 东北电力大学 胡璎慧 时空胶囊 宋德风

14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黄泉淋 形动 周主国

15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廖望利 傩 高韬

16 郑州轻工业大学易斯顿美术学院 吕程成 夹缝前行 张媛

17 天津工业大学 彭露 复刻狂想 李凌

18 四川大学 阮心建 Super rich kids 申鸿

19 厦门理工学院 舒鑫玥 东方行者 郑晶

20 岭南师范学院 谭凯茵 GO AND BURN 曹丹

21 中原工学院 王家琪 物外.行间 胡丹丹

22 柳州工学院 王欣欣 平行造物 魏淼

23 郑州轻工业大学易斯顿美术学院 王馨 年画技艺 张媛

24 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 谢磊 玄黄 曹建中

25 广西师范大学设计学院 许锦清 应作如是观 王艳晖

26 闽江学院海峡学院 许芷勤 逐月 林晓华

27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杨佳琳 良渚祈愿 谭雄辉

28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尤献泽 版师成长记 郑守阳

29 郑州经贸学院 赵梦可 追糖 王晶

30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赵小会 印象 罗敏洁

附件：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1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蔡慧 蝶破 肖立志

2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蔡林俊 INTERGROWT 赵锐

3 闽江学院海峡学院 蔡胜蓝 印记 林晓华

4 广东培正学院 陈海怡 泠中熾 代骏頔

5 岭南师范学院 陈洁莹 MUTE 曹丹

6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陈雅薇 拾栖 梁军

7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池子辰 explore oneself 胡贞华

8 郑州经贸学院 杜奂莹 腾狮踏青 王晶

9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高孝林 myself 谷锦霞

10 河南工程学院 何晴 平行世界白日梦异想 丁梦姝

11 广东培正学院 黄宝怡 数字时空痕迹 代骏頔

12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黄榕瑜 藏言秘影 廖雨婧

13 东北电力大学 李冰卿 雾凝 卢博佳

14 江西服装学院 李游游 Fibonacci 陈龙

15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林紫微 上善若水 李羚

16 吉林艺术学院 马思文 敦煌又光年 马唯

17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宁栩辰 迂回轨迹 贾玺增

18 天津师范大学 彭倩 苔·痕 郑张华

19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学院 任雅妮 鸣沙 张君浪

20 江西服装学院 沈诗源 YES TO RECYCLING 陈龙

21 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 王梦蕾 自我 曹建中

22 唐山学院 王小静 浮名 赵春妹

23 天津工业大学 王乙然 信手拈来 李凌

24 中原工学院 王泽慧 城南旧韵 胡丹丹

25 柳州工学院 徐丽英 山水涧·腾渊 魏淼

26 闽南理工学院 徐婉榕 海上钢琴师 朱淑霞

27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叶林丽 延续·绿锈芳华 许奕春

28 郑州轻工业大学易斯顿美术学院 尹馨 尘烟 李丹

29 闽江学院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 尤欣欣 青铜古乐 曾晨

30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张军 苗族鸟章 高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