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 姓名 奖项 指导老师

1 北京服装学院 贾明琦 一等奖 向冰

2 广州体育学院 魏庆勋 一等奖 李笑南 李业轩

3 河南科技学院 田科壮 一等奖 郁艳红

4 河南工程学院 李炎坤 二等奖 张恩义

5 厦门理工学院 袁浩 二等奖 王宝峰

6 吉林艺术学院 辛建隆 二等奖 辛以璐

7 天津工业大学 王继冉 二等奖 陈志刚

8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李政翰 二等奖 李卓、刘晓玉

9 中原工学院 程强 二等奖 贾楠

10 湖南师范大学 周政宇 二等奖 沈晶

11 山东理工大学 张森 三等奖 于丽华

12 海南大学 王继颉 三等奖 曹舒秀

13 河北科技大学 李嘉祥 三等奖 武思宇

14 南京传媒学院 张从政 三等奖 李佳玺

15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晨聪 三等奖 何贝丰、潘华栋

16 广东工业大学 韩世鑫 三等奖 张濬哲

17 江西服装学院 付豪 三等奖 蔺丽

18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王宇 三等奖 向红云

19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侯衍斌 三等奖 王昉

20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李雪峰 三等奖 车玲

21 武汉纺织大学 李浩明 最受媒体欢迎奖 尹敏

22 惠州学院 姚博文 最具潜力奖 周婕

23 郑州工商学院 王润泽 最佳T台奖 王静静

24 济南大学 银浩龙 最佳素质奖 吴伟

25 广东海洋大学 曾希青 十佳模特 扈静雯

26 天津科技大学 雷俊龙 十佳模特 石明明

27 沈阳师范大学 李名峰 十佳模特 吕博

28 天津师范大学 王震 十佳模特 刘一诺

29 广西师范大学 赵扬帆 十佳模特 王妍

30 燕京理工学院 吴羽珩 十佳模特 魏鸿宇

31 湖南工程学院 傅成 十佳模特 张丽波

32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吕政卓 十佳模特 李艳

33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徐正 十佳模特 于越

34 华南农业大学 赵应钰 十佳模特 米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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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奖项 指导老师

1 海口经济学院 包鑫 一等奖 于雯

2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鲁小宁 一等奖 董肖宇

3 东华大学 王姝涵 一等奖 徐幸芝

4 广州体育学院 王嘉雯 二等奖 李笑南

5 中华女子学院 付小倩 二等奖 张婷婷

6 北京服装学院 蒲奥杰 二等奖 林九儒

7 天津工业大学 张宁 二等奖 陈志刚

8 武汉纺织大学 赵子赢 二等奖 尹敏

9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潘慧 二等奖 吴丰芳

10 江南大学 王冰 二等奖 於凌

11 华南农业大学 弋佳鹭 三等奖 何唱

12 郑州工商学院 方科涵 三等奖 王静静

13 天津科技大学 凌敏 三等奖 任昶

14 天津师范大学 代畅 三等奖 郑张华

15 中原工学院 王颖 三等奖 贾楠

16 大连工业大学 张媚麒 三等奖 陈晓玫

17 吉林艺术学院 张丁尹 三等奖 辛以璐

18 厦门理工学院 朱玥玥 三等奖 王宝峰

19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王依婷 三等奖 向虹云

20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党琪 三等奖 王思齐

21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马超凤 最受媒体欢迎奖 杜雁鸣

22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史欣奕 最具潜力奖 许东春

23 广西师范大学 李泓玥 最佳T台奖 王妍

24 广东工业大学 唐渝雯 最佳素质奖 张濬哲

25 广东海洋大学 于苗 十佳模特 扈静雯

26 南通大学 孙雨欣 十佳模特 杨婕 许莉

27 四川传媒学院 闫妍 十佳模特 陈玲

28 南京传媒学院 孙璇 十佳模特 李佳玺

29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郭雨晴 十佳模特 于越

3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章天天 十佳模特 李卓、刘晓玉

31 湖北美术学院 胡梦婷 十佳模特 姜晓曦

32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张钰苓 十佳模特 车玲

33 湖南师范大学 姜容 十佳模特 谢奇吾

34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李沁伊 十佳模特 孙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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