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1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陈蕾 寻源 刘佟

2 大连艺术学院 高玉玲 约0.26% 王晓林

3 东北电力大学 张笑晗 Dreamcatcher 冯云刚

4 福建师范大学 殷芷茗 思想囚徒 潘颖

5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尤顺鑫 夜山鸣 何璐

6 广东培正学院 廖羡欣 微 罗亦乐

7 湖北理工学院 石晓霞 城市诗人 王芙蓉

8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王晨 落寞下的时光 刘媛

9 惠州学院 潘佳纯 行 黄寒

10 吉林艺术学院 陶婉滢 烟雾缭“扰” 李际

11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志超  Dark blue +1 高月梅

12 江西服装学院 姚万里 Breach 陈龙

13 江西师范大学 孙娇 梦幻童真 高韬

14 辽东学院 田雨涵 律 贾天杰

15 闽南理工学院 官红梅 博弈论 徐文意

16 南宁师范大学 朱娟娟 罗马印象 唐秀丽

17 内蒙古师范大学 张炜 这就是街舞 李学慧

18 四川大学 李晶晶 佛系·玩家 吴晶

19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石艳红 无限电波 孙丽

20 天津工业大学 钱喆 堙灭 肖军

21 天津科技大学 郑琦  一起环保ba 关娟娟

22 西安工程大学 袁仁杰 新浪潮 吕钊

23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沈双鹤 不羁——扎西德勒 郑守阳

24 浙江理工大学 扶圆月 Specimen 严昉

25 郑州轻工业学院易斯顿（国际）美术学院 韦娟 虎头技艺 张媛

2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谢欣 城市轨迹 杨珊

27 中央民族大学 苏小琪 藏·梦 蒋彦婴

28 中原工学院 任婷婷 蓝靛·织水 胡丹丹

29 中原工学院 胡景文 灰色空间 薛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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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工业大学 安静  Attention 注意 闫洪瑛

2 北京联合大学 孙传雪 警示中 曹建中

3 常熟理工学院 仇家旺 Skywalker 天行者 陈之瑜

4 东北电力大学 王佳 魅 卢博佳

5 东北师范大学 王冬 Blue sea 高岩

6 东华大学 宗源 城市隐身 Urban cloaking 罗竞杰

7 福建师范大学 苏毅仁 现代图腾 李充合

8 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王梦琪 想象之中 张娟

9 广东培正学院 温珍燕 净途之依 贺金连

10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刘广贤 Medical waste 储小兵

11 广州大学 汪仪锋 Open 郭卉

12 河北科技大学 王爽 Whale fall 侯东昱

13 河南工程学院 黄水营 随一 张珣

14 湖南师范大学 汪自欢 面面相觑 罗仕红

15 江南大学 贾鸿英 空城晓角 沈雷

16 江西服装学院 汪弘毓 Unknown-err 陈龙

17 江西科技学院 林世芳 杳杳云归兮 万丽霞

18 岭南师范学院 卫元 何为我所欲 李翼凤

19 闽江学院 曾美玉 漫游 林珣

20 闽南理工学院 陈银凤 Nothing is impossible 周丽桠

21 内蒙古工业大学 刘思瑜 未来浓度 张月晰

22 齐鲁工业大学 于露晓 荒野猎人 李英琳

23 四川大学 刘欢欢 Craftsman's spirit 申鸿

24 苏州大学 翟嘉艺 不佛系 张茵

25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谢娴雅 橙味 张燚

26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黄文惠 各司其位 张红丽

27 西安工程大学 吕曼婷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theft 陈彬

28 盐城工学院 王海燕 格调 柏昕

29 长沙理工大学 杨硕 惟楚有材 刘卫东

30 浙江理工大学 单雯婕 双体 严昉

31 郑州轻工业学院易斯顿（国际）美术学院 邝伟瑶 Abnormity 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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