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奖项 指导教师

1 肌肉能量袜 龚成 金奖 无

2 你的小可爱 李艺冉 金奖 陈继红

3 时装袜子 陈龙 金奖 无

4 动物形象童袜设计 崔朋娟、王子辕 金奖 孙薇

5 无界 张哲滔 金奖 马菡婧

6 借一朵太阳花 陈金晶、张志鹏 银奖 李婧

7 脸谱 黄雪、陈精琦 银奖 何璐

8 SPORT&SOCKS 李晶晶 银奖 吴晶

9 1+1=? 李欣彦 银奖 刘冰冰

10 candy in your feet 庄新雨 银奖 鲍礼媛

11 拥抱太阳的city 黄茵、孙伟 银奖 岳益杰

12 《足迹》 朱如胜 银奖 高爱香

13 藏域风情 金弋力 银奖 郭美情

14 猫头鹰主题童袜设计 王颖 银奖 韩永红

15 茶点铺子 郝芳熙 银奖 王坚

16 仿生保护强化肌肉鞋袜 陶常松 铜奖 李宁

17 融合 黄与歆、王沁玥 铜奖 无

18 《Have fun》 向欢 铜奖 王教庆

19 再‘见’小老虎 时光美子、蔡雨婷 铜奖 马菡婧

20 美食与肥胖决绝 霍筱玉 铜奖 鲍礼媛

21 所见非所识 杨玺渝、应熠鋆 铜奖 王丹丹

22 《女王的新衣》 潘心雨 铜奖 王欢

23 FASHION HOUND SOCKS 韩冠南 铜奖 马瑜

24 嗨起来 王儒晓 铜奖 袁斐

25 蝶翼翩然 鲁梓涵 铜奖 王欢

附件：

第二届“大唐杯”袜艺创意设计大赛获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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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大唐杯”袜艺创意设计大赛获奖结果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奖项 指导教师

26 《海》 赵晓艳 铜奖 罗夏艳

27 趣 张凝 铜奖 刘艳梅

28 殊途同归 杨默冉 铜奖 李克兢

29 戏魂 孙伟、黄茵 铜奖 岳益杰

30 涂鸦 王玲玲 铜奖 任怀晟

31 城市花园 王家成 最佳视觉奖 梁昭华

32 流转 刘春晓 最佳创新奖 张毅

33 1+1=? 李欣彦 最具市场潜力奖 刘冰冰

34 无界 张哲滔 最佳材料奖 马菡婧

35 肌肉能量袜 龚成 最佳工艺奖 无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奖项 指导教师

1 《FASHION HOUNDS》 韩冠南 金奖 马瑜

2 《我们遇见的人们》 张陆春 金奖 李婧

3 《警示线》 吴增 银奖 陈继红

4 《像素》 李娜娜 银奖 鲍李媛

5 《这不是袜子？》 李程阳 银奖 熊文静

6 《Care》 李宁宁 银奖 邱春婷

7 《暖萌》 王慧敏 银奖 邱春婷

8 《Cool》 曹芋 铜奖 邱春婷

9 《幻境》 胡雅琪 铜奖 陈继红

10 《伊甸园》 管星烨 铜奖 陈继红

11 《速食系列》 刘嘉琦 铜奖 李永伦

12 《SOCKS》 康晨晨 铜奖 邱春婷

13 《几何》 程仪秋 铜奖 周辉

14 《cadence》 赵思琪 铜奖 李永伦

袜子外包装创意设计组

袜子造型及创意设计组

第 2 页，共 3 页



第二届“大唐杯”袜艺创意设计大赛获奖结果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奖项 指导教师

15 《人生》 胡洪涛 铜奖 无

16 《力量！》 马英斌、胡琦 铜奖 王燕

17 《我有一个彩虹梦》 周雨秋 铜奖 陈继红

18 《Care》 李宁宁 最佳材料奖 邱春婷

19 《速食系列》 刘嘉琦 最佳创意奖 李永伦

20 《哇！！！》 陆静 最具市场潜力奖 熊文静

西安工程大学

武汉纺织大学

攀枝花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嘉兴学院

中原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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