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设计成绩汇总表

单位：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院系：视觉艺术学院 专业/年届：动漫设计   2022届

序号 学号 姓名 选题名称 设计类别
指导老师

成绩

姓名 职称

1 201900301620 邓飞燕 最后一片树叶 作品设计 李治洧 讲师 92

2 201900301629 何丹 最后一片树叶 作品设计 李治洧 讲师 92

3 201900301619 邓婷 意（古风） 作品设计 杨洁 讲师 90

4 201900301617 王欣欣 四季童趣 作品设计 杨洁 讲师 79

5 201900301505 唐映松 烈火英雄 作品设计 杨洁 讲师 90

6 201900301527 阳范 烈火英雄 作品设计 杨洁 讲师 86

7 201900301521 范瑾 责任与它 作品设计 杨洁 讲师 89

8 201900301325 张一帆 奔跑 作品设计 杨洁 讲师 75

9 201900301323 唐涛 天空征途 作品设计 杨洁 讲师 75

10 201900301625 陈畅 未来畅想 作品设计 杨洁 讲师 82

11 201900301404 凌梦祺 回忆与期待 作品设计 杨洁 讲师 91

12 201900301726 胡瑶 《夏天》 作品设计 柳蓥 讲师 73

13 201900301720 曹慧婷 《夏天》 作品设计 柳蓥 讲师 72

14 201900301702 薛亚婷 《夏天》 作品设计 柳蓥 讲师 73

15 201900301705 陈兰蕊 《我有一只可爱的狗狗》 作品设计 柳蓥 讲师 90

16 201900301727 艾媛丽 《我有一只可爱的狗狗》 作品设计 柳蓥 讲师 90

17 201900301710 何如萍 《我有一只可爱的狗狗》 作品设计 柳蓥 讲师 90

18 201900301722 李永健 《文明》 作品设计 柳蓥 讲师 89

19 201900301717 徐祥明 《文明》 作品设计 柳蓥 讲师 88

20 201900301711 何霞 《一串葡萄，18次弯腰》 作品设计 邝玉婷 讲师 87

21 201900301721 李婷 《一串葡萄，18次弯腰》 作品设计 邝玉婷 讲师 87

22 201900301603 侯广慧 《一串葡萄，18次弯腰》 作品设计 邝玉婷 讲师 88

23 201900301707 陈志刚 《石头》 作品设计 邝玉婷 讲师 81

24 201900301725 罗福娟 《石头》 作品设计 邝玉婷 讲师 83



25 201900301605 刘春森 《授之以渔》 作品设计 邝玉婷 讲师 83

26 201900301706 陈广 《路途》 作品设计 柳蓥 讲师 80

27 201900301713 刘文君 《路途》 作品设计 柳蓥 讲师 82

28 201900301627 黄仁杨 《国粹》 作品设计 柳蓥 讲师 84

29 201900301601 何世灵 《国粹》 作品设计 柳蓥 讲师 80

30 201900301712 刘成旺 《新生》 作品设计 柳蓥 讲师 88

31 201900301728 贺鹏辉 《新生》 作品设计 柳蓥 讲师 87

32 201900301331 李鹏欢 青春友谊 作品设计 仇珺 讲师 83

33 201900301528 刘俊辉 酒 作品设计 仇珺 讲师 82

34 201900301609 唐小芳 蓝天的约会 作品设计 肖瑶 讲师 83

35 201900301607 刘玉媚 简单的幸福 作品设计 肖瑶 讲师 77

36 201900301604 兰仲文 惊鸿 作品设计 仇珺 讲师 93

37 201900301423 梁慧儿 奇幻森林 作品设计 仇珺 讲师 90

38 201900301416 彭紫琼 梦 作品设计 仇珺 讲师 86

39 201900301507 姚静 森林护卫队 作品设计 仇珺 讲师 88

40 201900301623 邹江烂 童趣 作品设计 仇珺 讲师 72

41 201900301420 朱璐 旅行的风景 作品设计 仇珺 讲师 80

42 201900301421 李敏 友谊 作品设计 仇珺 讲师 90

43 201900301517 杨润东 飞鱼 作品设计 仇珺 讲师 82

44 201900301513 朱金枝 她的颜色 作品设计 仇珺 讲师 69

45 201900301628 黄利芳 《终牵绊》 作品设计 肖瑶 讲师 80

46 201900301606 刘青悠 《童趣》 作品设计 仇珺 讲师 80

47 201900301424 汪妍 《兽人》 作品设计 仇珺 讲师 67

48 201900301503 周健民 《江湖》 作品设计 仇珺 讲师 72

49 201900301410 钟田香 《夏》 作品设计 仇珺 讲师 72

50 201900301608 向昀 雕刻梦想的轮廓 作品设计 肖瑶 讲师 65

51 201900301309 贺娉 《逆风起舞》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77

52 201900301415 张杰祥 《逆风起舞》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76

53 201900301708 陶玉娟 《光》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86



54 201900301723 杨奕文 《与心同行》 作品设计 伍一夫 讲师 75

55 201900301514 李丽慧 《追》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76

56 201900301616 汤滨微 《倔强》 作品设计 伍一夫 讲师 81

57 201900301509 张绍艳 《追》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75

58 201900301518 王艳林 《倔强》 作品设计 伍一夫 讲师 81

59 201900301719 文慧娟 《十年》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84

60 201900301618 石萱荣 《光》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86

61 201900301429 贺子珍 《遇见阳光》 作品设计 伍一夫 讲师 80

62 201900301402 骆云怡 《遇见阳光》 作品设计 伍一夫 讲师 85

63 201900301611 朱燕玥 《善意的谎言》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76

64 201900301406 刘雅芳 《遇见阳光》 作品设计 伍一夫 讲师 82

65 201900301413 唐灿红 《携梦 向前冲》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84

66 201900301506 唐锦菲 《追》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77

67 201900301612 李丹洋 《倔强》 作品设计 伍一夫 讲师 82

68 201900301326 徐元元 《十年》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88

69 201900301510 彭英杰 《良心》 作品设计 伍一夫 讲师 82

70 201900301422 李美燕 《携梦 向前冲》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84

71 201900301511 曾媛 《逆风起舞》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79

72 201900301405 刘娟 《十年》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85

73 201900301301 李振东 《善意的谎言》 作品设计 黄松熊 讲师 74

74 201900301704 邝孜彧 《良心》 作品设计 伍一夫 讲师 85

75 201900301418 曾波 《平行世界》 作品设计 伍一夫 讲师 89

76 201900301626 雷舒琴 《携梦向前冲》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88

77 201900301426 范强 《平行世界》 作品设计 伍一夫 讲师 82

78 201900301319 刘锦龙 《善意的谎言》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75

79 201900301408 周健操 《平行世界》 作品设计 伍一夫 讲师 82

80 201900301622 邝泽俊 《良心》 作品设计 伍一夫 讲师 83

81 201900301610 张威 《让我成为你的灯光》 作品设计 伍一夫 讲师 69

82 201900301512 曾烨炜 《与心同行》 作品设计 伍一夫 讲师 75



83 201900301411 周琴 《光》 作品设计 黄松雄 讲师 85

84 201900301319 曹智文 《挖一口属于自己的井》 作品设计 周峥 讲师 73

85 201900301316 李东 《挖一口属于自己的井》 作品设计 周峥 讲师 73

86 201900301324 姚丹 《挖一口属于自己的井》 作品设计 周峥 讲师 73

87 201900301312 陈红 《高空坠物》 作品设计 周峥 讲师 88

88 201900301320 吴鹏飞 《高空坠物》 作品设计 周峥 讲师 88

89 201900301330 朱爱喜 《高空坠物》 作品设计 周峥 讲师 88

90 201900301305 石利林 《一片叶子》 作品设计 左巧竟 讲师 85

91 201900301306 罗文波 《一片叶子》 作品设计 左巧竟 讲师 85

92 201900301313 颜安康 《一片叶子》 作品设计 左巧竟 讲师 85

93 201900301407 吴东 《成功不是与生俱来的》 作品设计 左巧竟 讲师 65

94 201900301401 陈熙 《成功不是与生俱来的》 作品设计 左巧竟 讲师 65

95 201900301414 孙泓塬 《成功不是与生俱来的》 作品设计 左巧竟 讲师 65

96 201900301419 朱俊毅 《披荆》 作品设计 左巧竟 讲师 77

97 201900301417 曹浩棋 《披荆》 作品设计 左巧竟 讲师 77

98 201900301412 陈俊桦 《披荆》 作品设计 左巧竟 讲师 77

99 201900301307 蒋亮 《一面镜子》 作品设计 左巧竟 讲师 75

100 201900301311 邓润德 《一面镜子》 作品设计 左巧竟 讲师 75

101 201900301322 周艳红 《一面镜子》 作品设计 左巧竟 讲师 75

102 201900301427 蒋明洋 《孝传递》 作品设计 周峥 讲师 68

103 201900301425 肖笛 《孝传递》 作品设计 周峥 讲师 68

104 201900301515 李希雅 《孝传递》 作品设计 周峥 讲师 68

105 201900301329 曾祥飞 《后盾》 作品设计 周峥 讲师 77

106 201900301508 屈如雪 《后盾》 作品设计 周峥 讲师 77

107 201900301314 骆艳辉 《全民抗疫》 作品设计 肖瑶 讲师

108 201900301501 何玉燕 《传统节日》 作品设计 柳燕 讲师 77

109 201900301302 樊淑芬 《吉兆》 作品设计 柳燕 讲师 66

110 201900301715 姚静 《四季神》 作品设计 柳燕 讲师 76

111 201900301520 罗茜 《童年的回忆》 作品设计 柳燕 讲师 75



112 201900301701 袁易芝 《四季》 作品设计 柳燕 讲师 60

113 201900301328 曾梅兰 《追梦》 作品设计 柳燕 讲师 80

114 201900301304 王婕 《同脉》 作品设计 柳燕 讲师 76

115 201900301621 邝志慧 《二十四节气》 作品设计 柳燕 讲师 76

116 201900301709 丁雪儿 《风景》 作品设计 肖瑶 讲师 78

117 201900301718 徐颖 《救赎》 作品设计 柳燕 讲师 80

118 201900301315 黄雪倩 《环境保护》 作品设计 柳燕 讲师 64

119 201900301716 张春妹 《梅兰竹菊》 作品设计 柳燕 讲师 83

120 201900301516 李舒婷 《追忆童年》 作品设计 柳燕 讲师 80

121 201900301409 邓诗颖 《圆》 作品设计 柳燕 讲师 67

122 201900301308 谢诗琪 «温暖» 作品设计 肖瑶 讲师 60

123 201900301321 周易波 《景》 作品设计 肖瑶 讲师 80

124 201900301614 李嘉辉 节气 作品设计 万文 讲师 85

125 201900301318 刘俊龙 四季 作品设计 万文 讲师 75

126 201900301502 龙奕妍 梦境 作品设计 万文 讲师 85

127 201900301524 谭清清 前世今生 作品设计 万文 讲师 95

128 201900301613 陈欣 运动 作品设计 杨洁 讲师 78

129 201900301428 谭俊 绽放 作品设计 万文 讲师 85

130 201900301317 何冯前 咸鱼跃龙门 作品设计 万文 讲师 85

部门负责人签字： 日期：2022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