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靳埭强设计奖2019获奖名单（学⽣组）                                                             

奖项 作者 就读院校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指导教师

获奖提名（排
名不分先后，
最终奖项将在
颁奖礼现场揭
晓，本年度颁
奖礼定于12⽉
28⽇在汕头⼤

学举办）

邱钰 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 《The Loop》 插图设计 Ray

杨迪凯 ⼤连艺术学院 《为母书》 书籍设计 范珊珊/孙百萌

崔郁馨 ⼤连艺术学院
《靳埭强50+2艺术设计展视觉形象设

计》 VI设计 殷⾟

陈柏谦 Sheridan College 《鱼⽣》 ⼆维动画 Kristian Howald/
Noel Hooper

宋哲琦 浙江⼤学 《以为》 书籍设计 李承华

刘毅恒 西安美术学院 《<柯尼钱币店>商⽤古币包装设计》 包装设计 王宏⾹

邢嘉琪 河北地质⼤学 《四季》 海报设计 赵志策

黄嘉琳 南京艺术学院 《练习本的实验游戏》 VI设计 姚翔宇

徐惠平 南京艺术学院 《拆解与重构—鸟⾍篆》 书籍设计 曹⽅

杨俞雪 北京印刷学院 《透明⽇记》 书籍设计 张晓东

黎婷婉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者》 书籍设计 蔡奇真

戴佳岸/⽜童 ⼴州美术学院 《度⽇如年历/One Day Seems Like A 
Year》

包装设计

何畇蓁/刘雅晴/薛芳沂 国⽴台湾艺术⼤学 《房⾥的海》 ⼆维动画 吴⾄正/刘家伶/陈建
宏

优秀奖1 李万卓/王浩宇 ⼭东⼯艺美术学院 《孕育之城 孕育之根》 海报设计 张培源

优秀奖2 刘常露 厦门⼤学 《调查⽇报》 书籍设计 张⽂化

优秀奖3 韩晓冰/朱冰⼼ 中国美术学院 《布织道》 VI设计 胡珂

优秀奖4 马菡璐/刘逸飞 清华⼤学美术学院 《有⽲中⼆⼗四节⽓种⼦历》 包装设计 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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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5 史清惠 ⼭东⼯艺美术学院 《Unuseless-⽆⽤之⽤》 ⼆维动画 王刚

优秀奖6 丁雅婷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RIGHT HERE, RIGHT NOW」》 包装设计 蔡奇真

优秀奖7 陈奇辉/贺⼩梅/程可蕙 中国美术学院 《失控编界》
设计的社会性

实践 ⽯建航

优秀奖8
LiuKaidi Peng/Chao 

Wang/Zhengyu Wang/Lin 
Zhang/Lingda Zhou

School of Visual Arts 《CRUNCH》 三维动画 Terrence Masson

优秀奖9 庄仁祥 长荣⼤学 《Renata》 ⼆维动画
黄富坚/王致尧/吴宏
翔/陈嘉暐/蔡旭晟

优秀奖10 余泽峰 南京艺术学院⾼职学院 《疾风劲草》 书籍设计

优秀奖11 赵祯 中央民族⼤学 《书籍 ⽩蚁》 书籍设计 张志伟

优秀奖12 韩晓冰 中国美术学院 《记忆错乱的书⾯表达》 书籍设计

优秀奖13 蔡嘉桐 鲁迅美术学院 《⽗⾔》 书籍设计 张东明

优秀奖14 陈建明 深圳⼤学 《地说新语》 信息视觉设计 王亚冰/陈振旺

优秀奖15 蔡⽂超 上海⼤学上海美术学院 《上海设计10 x10书籍》 书籍设计 陈青

优秀奖16 闵⼀ 厦门⼤学 《随风⽽逝》 海报设计 张⽂化

优秀奖17 马浩轩 南京师范⼤学 《黄景风讲座海报》 海报设计 倪建林

优秀奖18 王珂滢/杨章彬/钱佰慧 南京艺术学院 《南京云锦信息可视化设计》 视觉信息设计
师悦/厉勉/陈皓/单

筱秋

优秀奖19 蔡⽂超 上海⼤学上海美术学院 《上海设计10 x10宣传⼿册》 书籍设计 陈青

优秀奖20 闫世港 ⼴州美术学院 《丰满体》 字体设计 万千个/沈婷/潘永
亮/陈美欢

优秀奖21 朱轶婷 上海交通⼤学 《SCANTYPE》 字体设计

优秀奖22 程⾬庄 苏州⼤学 《⼩⼉辨字》 海报设计 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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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23 莫凡 河北⼤学 《海与洋》 包装设计

优秀奖24 芦佃杰/林明涵 ⼭东⼯艺美术学院 《仿⾦⽂⿊体》 字体设计 孙⼤刚

优秀奖25 周成宝 中国艺术研究院 《<消逝体>⼆⼗四节⽓系列字体设
计》

字体设计 马泉

优秀奖26 刘逸飞 清华⼤学美术学院 《⾮仿宋v1.017》 字体设计 岳昕

优秀奖27 茹荣珊 ⼴东⼯业⼤学 《鲶鱼的世界》 插图设计

优秀奖28 陈美龄/郑宇翰 国⽴台湾艺术⼤学 《冯索》 ⼆维动画
刘家伶/吴⾄正/陈建

宏

优秀奖29 李辉 华侨⼤学 《有冇字体》 字体设计 赵炎龙

优秀奖30 Xuchen Aurora Wang School of Visual Arts 《Murk》 三维动画 Terrence Masson

优秀奖31 Doudou Liu School of Visual Arts 《Olive》 三维动画 Terrence Masson

优秀奖32 张思园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春⾹铁枝⽊偶》 书籍设计 蔡仕伟

优秀奖33 何语嫣 鲁迅美术学院 《抑郁症》 字体设计 谭阳

优秀奖34 周若馨 亚洲⼤学 《印痕》 海报设计 游明龙

优秀奖35 温忠艺 华南农业⼤学 《塑⾷制造所》 VI设计 唐铄

优秀奖36 董维 四川美术学院奖 《⾼⼭茶》 标志设计

优秀奖37 王全民 ⼭西⼤学商务学院 《孕育-万物起于形》 海报设计 李英伟

优秀奖38 ⾼悦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我的⼤学｜饭桶回忆录》 书籍设计 蔡奇真

优秀奖39 陈爱诗 郑州轻⼯业⼤学 《家⼈唠叨经》 插图设计 初春

优秀奖40 祁慧锋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物哀》 书籍设计 蔡奇真

优秀奖41 张宏阳 ⼤连外国语⼤学 《能坐的字母》 字体设计

优秀奖42 张浩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洄游”OUROBOROS》 ⽴体设计 卫东风/施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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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43 张新宇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为共⽤的怀孕体验⽽做的设计》 ⽴体设计

优秀奖44 施昕沂/吴伟光/廖翊如/
吕盈萱

朝阳科技⼤学 《城市良⾏》 VI设计 李耀华/林当明

优秀奖45 刘品霏 华侨⼤学 《实验字体——⽅块字》 字体设计 赵炎龙

优秀奖46 王敏如 纽约视觉艺术学校 《晚餐》 插图设计

优秀奖47 张哲 江苏第⼆师范学院 《字体排版海报》 海报设计 邢廷伟

优秀奖48 顾宇婷 浙江财经⼤学东⽅学院 《盲⼈影院》 书籍设计 董征中

优秀奖49 赵汝悦/黄俊辉 韩⼭师范学院 《⼀禅》 包装设计 陈华

优秀奖50 陈沛涛/⽂皓宇 中国美术学院 《之江国际青年艺术周2019》 VI设计 毕学锋

⼊选奖1 朱轶婷 上海交通⼤学 《Plastic bags》 书籍设计

⼊选奖2 ⾼远 上海交通⼤学 《害羞的书》 书籍设计

⼊选奖3 ⾼远 上海交通⼤学 《Elodia⾳乐专辑》 字体设计 王炜

⼊选奖4 刘宁 ⾦陵科技学院 《婚丧》 书籍设计 蒋茜

⼊选奖5 陈衍 南京艺术学院 《共⽣体》 海报设计 何⽅/王帆/陶霏霏

⼊选奖6 王威威 苏州⼯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蒙意新⿊》 字体设计 谢晋业

⼊选奖7 周宇璐/杨淑涵 西安欧亚学院 《昆⾍科普2019展》 海报设计 翁安华

⼊选奖8 孙⾦龙 中央美术学院 《泛缪斯计划！-博物馆型态逻辑的研
究》

书籍设计 肖勇/李⽟峰

⼊选奖9 许永双/邵琪/孙宁瑞 中国美术学院 《DEAR:》 书籍设计 ⽯建航

⼊选奖10 邓晓旭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病态”⼆⼗四节⽓》 海报设计 吴勇

⼊选奖11 张景雯 东华⼤学 《⼥书西⽂字体设计》 字体设计

⼊选奖12 洪良奋 南京艺术学院 《甲⾻⽂实验性书籍》 书籍设计 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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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奖13 郑重 北部湾⼤学 《“⼜的形状”⽯刻系列插画设计》 插图设计 王⽯峰

⼊选奖14 邓晓旭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巧克⼒与爱》 包装设计 蔡仕伟

⼊选奖15 张景雯 东华⼤学 《CREASE-请折⼀只飞机给我》 VI设计

⼊选奖16 潘炜皓/翁⼦晔 温州肯恩⼤学 《⼤和⼩》 ⼆维动画 曹婧艺

⼊选奖17 王溥林/孟祥钰/耿艺童 ⼤连艺术学院 《律动之⽔国际⼤厦》 环境设计：建
筑设计

孙歌

⼊选奖18 胡拓梦 清华⼤学美术学院 《审丑：视觉宽容》 书籍设计 顾欣

⼊选奖19 孔⽟华/黄⽟/黎锦欣/曾
敏丽

韩⼭师范学院 《“粿然很潮”——“胡荣泉”品牌形象
提升设计》

包装设计 陈华

⼊选奖20 李思思 北京师范⼤学珠海分校
《⼥也⾔吾——⼥书信息可视化设

计》 海报设计 史涛

⼊选奖21 韦海涛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复印纸包装设计》 包装设计 蔡仕伟

⼊选奖22 刘敏敏 华南理⼯⼤学 《来⾃泉州府的鲤物》 包装设计 杨静

⼊选奖23 胡昉 中国美术学院 《⼈⽣印糕板》 VI设计 李洁

⼊选奖24 张新宇/黄杨忠 ⼴西艺术学院 《迷城》 书籍设计 夏辉麟

⼊选奖25 顾寅雯 南京艺术学院
《⼤英博物馆埃尔⾦⼤理⽯雕塑⽂创

产品设计》 VI设计 姚翔宇

⼊选奖26 陈寅君 华东理⼯⼤学 《出⼜》 插图设计 ⾦春兰

⼊选奖27 刘承致 ⼴西艺术学院 《HEEP ME》 海报设计 黄宗湖

⼊选奖28 张宏阳 ⼤连外国语⼤学 《表⾥不⼀》 字体设计

⼊选奖29 张凯 福州⼤学厦门⼯艺美术学院 《傀儡》 海报设计 黄志雄

⼊选奖30 张凯 福州⼤学厦门⼯艺美术学院 《The Last Animal of Life》 海报设计 黄志雄

⼊选奖31 王⼦铭 湖北⼯业⼤学 《⼦铭体》 字体设计 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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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奖32 朱紘毅 亚洲⼤学 《SURVIVOR》 海报设计 游明龙

⼊选奖33 ⾼翔 华东交通⼤学 《中国铁路考》 信息可视化设
计

苏银华

⼊选奖34 杨振昂 内蒙古师范⼤学 《安逸》 海报设计 吴海茹

⼊选奖35 罗露进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孕育》 海报设计 吴勇

⼊选奖36 朱竣凡 西安美术学院 《西安美⾷》 信息图表 刘时燕

⼊选奖37 任鹏宇 河北科技⼤学 《内丘神码之古神新说》 视觉形象设计 陈林

⼊选奖38 徐茜雅 中国美术学院 《蝠到福到》 ⽂创设计 胡珂

⼊选奖39 邢⽴博 西安美术学院 《酱》 书籍设计

⼊选奖40 李照雪 四川美术学院 《西风体》 字体设计 孙可

⼊选奖41 王⼦铭 湖北⼯业⼤学 《鸡年与狗年》 海报设计

⼊选奖42 ⿈笑柳/简慧/罗彩侠 ⼴西艺术学院 《“勿”霾》 书籍设计 夏辉璘

⼊选奖43 郑少欣/冯晓云 ⼴州美术学院城市学院 《⼴州光塔街的“声觉档案”》 视觉形象设计 李拥军/陈挺

⼊选奖44 梁先弟 汕头⼤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学罐头》 VI设计 蔡潮/蔡奇真

⼊选奖45 梁向丽 ⾦陵科技学院 《“未见”之见——⽣活印记》 书籍设计 蒋茜

⼊选奖46 潘⾬静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乐园册》 插图设计 蔡仕伟

⼊选奖47 范盈莹 北京服装学院 《盈雅体》 字体设计

⼊选奖48 陈国斌 常州⼤学 《尚书正义体》 字体设计 马青

⼊选奖49 杨紫涵 四川⼤学 《年画⼿记》 书籍设计 蔡端懿/许亮

⼊选奖50 张晨曦 神户艺术⼯科⼤学 《代价》 海报设计

⼊选奖51 张正然 湘潭⼤学艺术学院 《Retro Future Font》 字体设计 李娜

⼊选奖52 黄鑫瑶 中国美术学院 《<马上有神>创意游戏⼿账》 书籍设计

⼊选奖53 黄鑫瑶 中国美术学院 《余杭径⼭茶汤茶礼包装》 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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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奖54 刘志伟/列洪澎 陕西师范⼤学 《拖延症-⾃述系列》 海报设计 焦长虹

⼊选奖55 ⽑嘉明/谢梦琨 四川美术学院 《“异托邦——传统版画展”视觉形象
设计》

VI设计 陈滢⽵

⼊选奖56
蚁冬纯/何衍恒/茹⼦珊/

黄怡萍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60+i》 CI设计 蔡仕伟

⼊选奖57 蒋彦丰 苏州⼤学 《MONKA PET》 VI设计 张⼤鲁

⼊选奖58 蒋彦丰 苏州⼤学 《邮⽶》 包装设计 张⼤鲁

⼊选奖59 闫世港 ⼴州美术学院 《丰满美学/PLUMP AESTHETICS》 书籍设计 万千个/沈婷/潘永
亮/陈美欢

⼊选奖60 李海捷 吉林动画学院 《埃舍尔1973》 海报设计 ⽑宁

⼊选奖61 张婧/吉峪/马远宁 中国美术学院
《⽆限可能——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

术学院概念短⽚》 ⼆维动画 吴炜晨

⼊选奖62 邰易萱 同济⼤学 《嘉慧艺术幼⼉园视觉形象设计》 VI设计 解晓娜

⼊选奖63 黄晗 国⽴台湾科技⼤学 《CALVIN KLEIN内裤实验包装设
计》

包装设计 王⾱堯

⼊选奖64 杨⽟光/吴迪 河北地质⼤学 《周⽽复始》 书籍设计 赵猛

⼊选奖65 马远宁/张婧/吉峪 中国美术学院 《⽆限可能——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
术学院概念形象》

VI设计 吴炜晨

⼊选奖66 梁诗明 深圳⼤学 《“保鲜” RETAIN FLESHNESS》 书籍设计 黄以然

⼊选奖67 李佳琪 ⼤连民族⼤学 《“跃然纸上”——pop-up西⽂字体》 字体设计 战国栋/⾦青松

⼊选奖68 林⾀瑾/朱晨璨 湖北⼤学 《⾃说⾃话·标签》 书籍设计 黄彦

⼊选奖69 苏鹏松 ⼤连⼤学 《和平城市》 海报设计 关宇⾠

⼊选奖70 张婵媛 南京艺术学院 《螺旋体》 字体设计

⼊选奖71 顾嘉欣 ⼴州美术学院 《GOD&#39;s everything》 字体设计 李静媛

⼊选奖72 顾嘉欣 ⼴州美术学院 《真相之书》 书籍设计 马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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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奖73 舒经琛 许昌学院 《酿造快乐/Brew Happiness》 包装设计 耿沛甲

⼊选奖74 李振嘉 ⼴州美术学院 《盲⼈推拿研究所》 VI设计

⼊选奖75 杨⾦玲 浙江⼯商⼤学 《浙江⼯商⼤学2019届毕业展主视觉
设计》

海报设计 李朝胜

⼊选奖76 郑紫阳 昆明理⼯⼤学 《⽔族⽂字设计应⽤》 VI设计 卢明德

⼊选奖77 陈国斌 常州⼤学 《增林楷》 字体设计 马青

⼊选奖78 赵檬 华南师范⼤学 《万物相⽣》 字体设计 黄敏

⼊选奖79 邱钰 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 《稻草⼈》 插图设计 吴勇/Ray

⼊选奖80 Zi Fong Yong/Ng Ai L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e Dyslexperience》 书籍设计 Yuta Nakayama

⼊选奖81 俞澳/周治⾠/闫⽯ 天津科技⼤学 《平衡担架》 ⽴体设计 刘琳琳/徐守超

⼊选奖82 张钰堂 ⼴州美术学院 《⾃定义x重命名》 海报设计

⼊选奖83 王荻雅/苏涵 福州⼤学厦门⼯艺美术学院 《⾻瘦如柴》 海报设计 ⿈志雄

⼊选奖84 张青雯 南京艺术学院 《诗经》 海报设计 赵清

⼊选奖85 陈彥杰 国⽴台湾师范⼤学 《台湾花砖》 海报设计 苏⽂清

⼊选奖86 何宇婷 吉林动画学院 《Waldeinsamkeit》 海报设计 刘家铭

⼊选奖87 陈彥杰 国⽴台湾师范⼤学 《台湾花砖》 海报设计

⼊选奖88 王少嵘 ⼤连⼯艺⼤学 《安全&性&派对》 书籍设计 宋永胜/谢潇楠/孙雪
梅

⼊选奖89 马明萱 南京艺术学院 《⼉童涂鸦⾯料设计》 包装设计 姚翔宇

⼊选奖90 焦佳慧 上海师范⼤学 《我们是谁？》 海报设计 崔⽣国

⼊选奖91 孙莹莹 河北地质⼤学 《春⽇》 字体设计 赵猛

⼊选奖92 赵伯伦 明志科技⼤学 《油》 海报设计 陈进隆

⼊选奖93 郭梦楠 ⼴西艺术学院 《龙之节》 海报设计 尹红

⼊选奖94 郭梦楠 ⼴西艺术学院 《澳门回归》 海报设计 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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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奖95 肖琪媛 四川美术学院 《QMINI巧克⼒包裝設計 》 包装设计

⼊选奖96 Flora Hsing-Fang Tsai/
Daishi Takishima School of Visual Arts 《Latteship》 三维动画 Terrence Masson

⼊选奖97 Frank Gresham School of Visual Arts 《Uranus Whispers》 三维动画 Terrence Masson

⼊选奖98 闵意庭/刘承翰 亚洲⼤学 《字在风情，台湾》 海报设计 游明龙

⼊选奖99   陈⼦娴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相》 书籍设计 艾婧

⼊选奖100 周东星 河北地质⼤学 《清平调》 字体设计 赵猛

⼊选奖101 Yuan Ting Chao/Lei Tu School of Visual Arts 《Sweet Dreams》 三维动画 Terrence Masson

⼊选奖102 陈宥仁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Hero》 ⼆维动画
Aya Karpinska/

Barbara Morris/Chris 
Romero/Ethan Si

⼊选奖103 张云新 ⼤连艺术学院 《“欲困围城”》 海报设计 殷⾟

⼊选奖104 郑雅元/林佑/陈俊玮 国⽴台湾艺术⼤学 《⽪⽪与爆⽶花》 ⼆维动画 刘家伶/陈建宏/吴⾄
正/杨蕾

⼊选奖105 洪嘉祺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善道》 海报设计 程曦
⼊选奖106 李孝陽 深圳⼤学 《浮躁》 插图设计 贺沁洋

⼊选奖107 Truong Tung Chinh Ton Duc Thang University 《Planet》 ⼆维动画 Phan Bao Chau

⼊选奖108 周⼦羣 国⽴台北艺术⼤学 《⼭鸡》 ⼆维动画 史明辉

⼊选奖109 林宗良 The One Academy 《透过她的眼》 ⼆维动画

⼊选奖110 陈禹盛 国⽴台北科技⼤学 《DREAMLIKE》 三维动画 杨佳璋

⼊选奖111 Sasi Tanyanura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e Anthurium》 ⼆维动画

⼊选奖112 周游 四川美术学院 《所见即所⾷》 包装设计 刘晨阳

⼊选奖113 陈美彤 吉林艺术学院 《希望》 插图设计 史爽

⼊选奖114 刘胜和 江南⼤学 《记名塑胶杯》 ⽴体设计 邓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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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奖115 ⾼慧峰 上海⼤学上海美术学院 《不要让垃圾回错误的家》 海报设计 王静艳

⼊选奖116 杨淏然 景德鎮陶瓷⼤学 《存在》 海报设计 陈彦霏

⼊选奖117 马浩轩 南京师范⼤学 《⼀花⼀世界》 海报设计 倪建林

⼊选奖118 郝晓敬 河北地质⼤学 《⿊⽩实验字体》 字体设计 赵猛

⼊选奖119 陈⾦秀 ⼤连艺术学院 《和⽽不同》 海报设计 苏晨⾠/杜岩

⼊选奖120 邱政扬 ⼤连艺术学院 《假⽇幻想》 插图设计 杜岩

⼊选奖121 周建敏 澳门科技⼤学 《锐丽粗宋》 字体设计 黄光辉

⼊选奖122 海⽇ 江南⼤学 《信息碎⽚化》 海报设计

⼊选奖123 姜柳 四川美术学院 《清美宋字库设计》 字体设计 赵建东

⼊选奖124 曹⾬⾠ 河北⼤学 《周公解梦》 书籍设计

⼊选奖125 朱佳琪 中央民族⼤学 《⼀个瓶⼦的前世今⽣》 插图设计

⼊选奖126 李帅/孙亚婷/王天华 河北地质⼤学 《浣溪沙》 字体设计 赵志策

⼊选奖127 卞成伟/林燕玲/赵阳/陈
晓洋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全员草莓⾳乐节》 ⼴告设计 蔡仕伟

⼊选奖128 李⽴恒/谭⽂瀚/苏钰歆/
邓⽂进

中国美术学院 《CAA设计艺术周》 VI设计 吴炜晨

⼊选奖129 霍⽂焯/李俊聪/林翠媚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开⼀⾯：当下⽹络媒介乱象》 插图设计 张翼

⼊选奖130 黄⽂静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寻》 插图设计 张翼

⼊选奖131 覃玮格 ⼴州美术学院 《⼒量——承载⽣命的⼒量》 产品

⼊选奖132 陈少华 ⼴西艺术学院 《我还可以飞》 海报设计 韦⽂翔

⼊选奖133 周荣赞 ⼭西⼤学 《城市抑郁症》 海报设计 王慧宁

⼊选奖134 卓丽仪/陈芝琳/林沐菡 仲恺农业⼯程学院 《⽔与蒸汽》 ⼆维动画 张渝平

⼊选奖135 付芷好 集美⼤学诚毅学院 《茻》 海报设计 游贞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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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奖136 张琪 ⼴西艺术学院 《⿏相新意》 海报设计 黄宗湖

⼊选奖137 崔⽉馨 太原理⼯⼤学 《QA16》 书籍设计

⼊选奖138 彭正璇 辽宁师范⼤学 《希望的轨迹》 海报设计 张爽

⼊选奖139 林雅婷 安徽建筑⼤学 《⼩⼩的选择》 海报设计 ⾕宗州

⼊选奖140 喻夏翡/王淞 上海⼤学上海美术学院 《SOUNDER WANG 免疫》 VI设计 杜⼠英

⼊选奖141 柳名俊 四川美术学院 《树洞研究所》 VI设计 向海涛

⼊选奖142 李嘉雯 厦门⼤学 《社会时钟》 海报设计

⼊选奖143 周钲 上海杉达学院 《感·透·温》 书籍设计 郑邦谦

⼊选奖144 胡咪娜 浙江理⼯⼤学 《HANDS UP》 海报设计 卢艺

⼊选奖145 谢桂杰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屠宰⼚》 VI设计 吴勇

⼊选奖146 林泽莹 厦门⼤学 《求救信号》 海报设计 杨双飞

⼊选奖147 张福佳 ⽯家庄信息⼯程职业学院 《Mutual》 海报设计 赵丽丽/刘兵迎

⼊选奖148 吴弈轩/施吴秭庆 ⼭东⼯艺美术学院、淮阴师范
学院

《九叠篆⿊——传统篆刻字体再设
计》

字体设计

⼊选奖149 王碧琴 华侨⼤学 《花灯体》 字体设计 赵炎龙

⼊选奖150 张彧 厦门⼤学 《听蚊说》 书籍设计 张⽂化

⼊选奖151 张彧 厦门⼤学 《斜书体》 字体设计 张⽂化

⼊选奖152 张彧 厦门⼤学 《焦虑青年语录集》 书籍设计 张⽂化

⼊选奖153 李春来 ⼭东⼯艺美院 《新·⿏⽬⼨光》 海报设计 王承利

⼊选奖154 唐冠聪/肖⾬ 四川美术学院 《光影》 海报设计 董虹霞

⼊选奖155 赵佳佳 中国矿业⼤学 《Fusion》 海报设计 杨勇

⼊选奖156 张⾖⾖ 四川美术学院 《侠客》 字体设计 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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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奖157 黄百川 ⼴州美术学院 《军壶茶具便携套装》 包装设计 陈美欢/沈婷

⼊选奖158 董阳/于⼦晴 吉林师范⼤学 《⽝不夜吠》 字体设计 徐伟

⼊选奖159 杨丹婧 浙江财经⼤学东⽅学院 《波谱碰撞——⽼⼲妈风味⾖豉油制
辣椒海外版》

包装设计 刘怡泓

⼊选奖160 马雪婷 ⼤连艺术学院 《契合FIT》 三维动画 姜雪

⼊选奖161 闵⼀ 厦门⼤学 《万象》 书籍设计 张⽂化

⼊选奖162 徐佳圆/郑⾬婷 宁波⼤学科学技术学院 《“快乐代码”公益活动形象设计》 VI设计 王蔚

⼊选奖163 黄扬章 四川美术学院 《祖国70周年庆典》 海报设计 谭勇

⼊选奖164
马远宁/谭⽂瀚/林震/江

佳颖 中国美术学院 《2019亚洲当代陶艺交流展》 VI设计 王⼷

⼊选奖165 崔颖超/孙悦 青岛农业⼤学 《poy》 标志设计 吕宗礼

⼊选奖166 王伯翰 鲁迅美术学院 《⿇雀》 书籍设计 张超

⼊选奖167 龚梓涵 四川美术学院 《2019设计介⼊精准扶贫案例展视觉
形象设计》

VI设计 向海涛

⼊选奖168 刘憬晗 西安交通⼤学 《克罗地亚狂想曲》 海报设计 董琪

⼊选奖169 李赔慧 ⼴州美术学院 《狮呓》 海报设计

⼊选奖170 陈泽楠 四川美术学院 《⽣命·受精卵》 海报设计 谭璜

⼊选奖171 丁雪 景德镇陶瓷⼤学 《Variation》 海报设计 郭⽟川

⼊选奖172 徐惠平 南京艺术学院 《刷》 书籍设计 曹⽅

⼊选奖173 陈欣宇 南京艺术学院 《信息茧房》 海报设计 何⽅/陶霏霏/王帆

⼊选奖174 曾婉芷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拒绝动物园》 书籍设计 余源

⼊选奖175 陈沛涛 中国美术学院 《DESIGN POWER 2019》 VI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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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奖176 ⽂皓宇/陈沛涛 中国美术学院
《之江国际青年艺术周2019主视觉宣

传⽚》 ⼆维动画 毕学锋

⼊选奖177 许影 南京师范⼤学 《孕育》 海报设计 顾媛媛

⼊选奖178 李孝阳 深圳⼤学 《关于跨界》 插图设计 贺沁洋

⼊选奖179 陈思洋 ⼴西师范⼤学 《秩序》 海报设计 黄军

⼊选奖180 张可⼼ 厦门⼤学 《⽶奇和悟空的故事》 海报设计 张⽂化/戚跃春

⼊选奖181 李久林 四川美术学院 《源，孕，⽣，》 海报设计 汪泓

⼊选奖182 熊雪如 ⼤连交通⼤学 《九型⼈格》 插图设计 马诗⾬

⼊选奖183 商钊宁 湘潭⼤学 《保护鱼类公益鱼钩体》 字体设计 李娜

⼊选奖184 林碧霞 深圳⼤学 《回忆中的拜⽼爷》 插图设计 马东

⼊选奖185 任钰 南京艺术学院 《PLAY-PLAY》 VI设计 姚翔宇

⼊选奖186 魏晨珺 华侨⼤学 《⼈间失格》 书籍设计 赵炎龙

⼊选奖187 何幸岭 纽约视觉艺术学校 《频wav》 VI设计

⼊选奖188 葛芝⾔ 江苏师范⼤学 《旁·观》 字体设计 孙亚军

⼊选奖189 李东倩 四川美术学院 《我折叠着我的爱》 书籍设计 汪泓

⼊选奖190 林恩茹 南京艺术学院 《盐》 海报设计 童芳

⼊选奖191 龙晨晨 武汉纺织⼤学 《丝念包装设计》 包装设计 杨薏

⼊选奖192 张东京 上海师范⼤学 《⼈类倒进海⾥的垃圾最后去哪⼉
了？》

海报设计 崔⽣国

⼊选奖193 赵丹 西北⼤学 《⼀组热点招贴设计》 海报设计

⼊选奖194 崔涵 西北⼤学 《庄严的仪式》 海报设计 罗希

⼊选奖195 郭宇婷/吴妮佳/贺⽂琴 中央财经⼤学 《复古喻今声》 ⽹页设计或电
⼦出版物等

戴研亮

⼊选奖196 于明珠 厦门⼤学 《colorful ocean》 海报设计 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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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奖197 戴佳岸/⽜童/关舒菱 ⼴州美术学院 《马赛克的马赛克/PRIVACY OF 
MOSAIC》

海报设计

⼊选奖198 唐嘉祺 岭南师范学院 《唐葫芦设计logo》 标志设计 姚雪凌

⼊选奖199 刘志鹏/徐慧/刘雅彤 河北地质⼤学 《论语⼗则-字体设计》 字体设计 赵猛

⼊选奖200 余梦 四川美术学院 《汉绣》 字体设计 何彤

⼊选奖201 张紫微 厦门⼤学 《孕育.⼤地》 海报设计 张⽂化

⼊选奖202 张紫微 厦门⼤学 《破与⽴》 海报设计 张⽂化

⼊选奖203 吕许洁 厦门⼤学 《会开花的树》 海报设计 张⽂化

⼊选奖204 郑婷 厦门⼤学 《RAISING HOPE》 海报设计 张⽂化

⼊选奖205 张智勇 中国美术学院 《Venko胜利》 海报设计

⼊选奖206 陈⾬婷 ⼭东⼯艺美术学院 《安神助眠贴》 插图设计 郝颖

⼊选奖207 张思园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我|是与否》 书籍设计 蔡奇真

⼊选奖208 蚁冬纯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恶之花>书籍设计》 书籍设计 吴勇

⼊选奖209 蚁冬纯 汕头⼤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咏鹅 秋⼣ ⽵枝词 字体图形设计》 字体设计 曾平

⼊选奖210 陈彥杰 国⽴台湾师范⼤学 《台湾花砖》 海报设计 苏⽂清

名单中若有登记错误的信息，请发邮件到 stuktk2@163.com 详细说明，组委会将尽快处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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