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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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与服饰设计   2022届

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选题名称 设计类别

指导老师

成绩
姓名 职称

1 201900304201 许若兰 《映锡》 作品设计 陈加利 讲师 88

2 201900304202 罗丹 《青玉谙》 作品设计 陈清妍 讲师 80

3 201900304204 谢洁 《殊》 作品设计 陈清妍 讲师 95

4 201900304205 贺娜 《戏说·梦回》 作品设计 陈清妍 讲师 73

5 201900304206 邓紫婷 《我很特别》 作品设计 张燕辉 讲师 96

6 201900304208 阮书平 《青花吟》 作品设计 陈清妍 讲师 74

7 201900304209 颜吉 《致郁》 作品设计 陈清妍 讲师 95

8 201900304210 黄伟焙 《机器人工程师》 作品设计 陈清妍 讲师 83

9 201900304211 龙姝伶 《無者》 作品设计 陈清妍 讲师 85

10 201900304212 刘朝阳 《网》 作品设计 张燕辉 讲师 76

11 201900304213 刘金利 《鹤唳云端》 作品设计 张燕辉 讲师 72

12 201900304214 单凤 《染迹》 作品设计 张燕辉 讲师 81

13 201900304215 向清林 《福禄寿中国》 作品设计 陈清妍 讲师 87

14 201900304217 周璇 《跨越未来》 作品设计 张燕辉 讲师 90

15 201900304218 唐敏 《攀登》 作品设计 陈清妍 讲师 74

16 201900304219 丁成成 《天之南陆》 作品设计 陈加利 讲师 84

17 201900304220 伍梦英 《梦幻星空游乐场》 作品设计 陈加利 讲师 81

18 201900304221 何淑慧 《赤·侠》 作品设计 陈加利 讲师 84

19 201900304222 冯亮东 《浮游》 作品设计 张燕辉 讲师 81

20 201900304223 刘慧凝 《古洋韵》 作品设计 陈清妍 讲师 77

21 201900304224 姚晓汝 《水芸尘沐》 作品设计 张燕辉 讲师 88

22 201900304225 徐加容 《秋》 作品设计 陈清妍 讲师 82

23 201900304226 戴雨彤 《折幻》 作品设计 张燕辉 讲师 85



24 201900304227 方芳 《赤·侠》 作品设计 陈清妍 讲师 87

25 201900304228 曾小雪 《潮汐》 作品设计 陈清妍 讲师 86

26 201900304229 李娟 《暮程》 作品设计 张燕辉 讲师 83

27 201900304230 李文 《抹绿奶西》 作品设计 张燕辉 讲师 87

28 201900304232 杨慧敏 《国潮物语》 作品设计 陈加利 讲师 86

29 201900304234 游丽 《乌托邦》 作品设计 张燕辉 讲师 82

30 201900304236 王珍红 《紫禁》 作品设计 张燕辉 讲师 76

31 201900304237 田姣 《清迈》 作品设计 张燕辉 讲师 91

32 201900304238 秦煜 《敦煌飞天》 作品设计 张燕辉 讲师 84

33 201900304239 吴越 《煌》 作品设计 陈清妍 讲师 77

34 201900304301 李珍溶 《香对称》 作品设计 陈加利 讲师 80

35 201900304302 朱梓瑶 《White doctrine》 作品设计 陈加利 讲师 87

36 201900304304 汪嘉琦 《雅韵》 作品设计 陈加利 讲师 87

37 201900304305 王佳 《遇见敦煌》 作品设计 陈加利 讲师 71

38 201900304307 申玉龙 《鹿途》 作品设计 陈加利 讲师 92

39 201900304308 粟丹丹 《有色环保》 作品设计 陈加利 讲师 91

40 201900304309 肖艳 《瑶》 作品设计 陈加利 讲师 84

41 201900304310 谢珂 《臆想》 作品设计 陈加利 讲师 85

42 201900304312 邓福娟 《放飞》 作品设计 雷晓倩 讲师 85

43 201900304313 郑子涵 《暗格》 作品设计 雷晓倩 讲师 90

44 201900304314 陈娟 《柔》 作品设计 雷晓倩 讲师 84

45 201900304315 陈雨 《黑叶白皱》 作品设计 雷晓倩 讲师 76

46 201900304316 颜媛 《破茧》 作品设计 雷晓倩 讲师 82

47 201900304317 马刘 《敦煌》 作品设计 雷晓倩 讲师 90

48 201900304318 黄小妹 《细胞再生》 作品设计 雷晓倩 讲师 92

49 201900304320 何凤花 《化茧》 作品设计 雷晓倩 讲师 83

50 201900304321 谭倩 《忆影》 作品设计 雷晓倩 讲师 89

51 201900304322 贺浒嘉 《以爱之名》 作品设计 雷晓倩 讲师 93



52 201900304323 邱艳 《煌》 作品设计 雷晓倩 讲师 83

53 201900304324 钟慧敏 《一块红布》 作品设计 雷晓倩 讲师 91

54 201900304325 雷小宇 《重生》 作品设计 雷晓倩 讲师 82

55 201900304326 马文慧 《舞影万象》 作品设计 晁英娜 讲师 81

56 201900304327 黄巧双 《衫》 作品设计 晁英娜 讲师 77

57 201900304328 肖茜 《纪念》 作品设计 晁英娜 讲师 81

58 201900304329 庾丽 《细胞再生》 作品设计 晁英娜 讲师 91

59 201900304331 刘桃梅 《生态报告》 作品设计 晁英娜 讲师 89

60 201900304332 刘雨彤 《一树光荫》 作品设计 晁英娜 讲师 81

61 201900304333 向思叶 《沉溺》 作品设计 晁英娜 讲师 81

62 201900304334 周梦娆 《嘿色幽默》 作品设计 晁英娜 讲师 86

63 201900304335 唐艳芳 《溟》 作品设计 晁英娜 讲师 92

64 201900304336 张羽佳 《衣织伴结》 作品设计 晁英娜 讲师 93

65 201900304338 易美宣 《生生·万象》 作品设计 晁英娜 讲师 89

66 201900304339 杨冬平 《夜空森林》 作品设计 晁英娜 讲师 83

67 201900304401 肖艳果 《前行》 作品设计 晁英娜 讲师 81

68 201900304404 贺洁 《花精灵》 作品设计 黄开艳 讲师 73

69 201900304405 陈婷 《琉璃三彩》 作品设计 汪素雅 讲师 85

70 201900304406 陶珍 《蝴蝶》 作品设计 黄开艳 讲师 81

71 201900304407 黄艾芬 《复苏画框》 作品设计 汪素雅 讲师 78

72 201900304408 于燕婷 《云裳》 作品设计 方细娟 讲师 87

73 201900304409 何佳清 《时之遐隙》 作品设计 黄开艳 讲师 86

74 201900304410 傅运芝 《纯净之地》 作品设计 方细娟 讲师 89

75 201900304411 刘小芳 《黎鹿》 作品设计 汪素雅 讲师 88

76 201900304412 刘晓艳 《青花国瓷》 作品设计 黄开艳 讲师 82

77 201900304413 刘珊 《花期》 作品设计 方细娟 讲师 80

78 201900304414 史妙叶 《海梦》 作品设计 方细娟 讲师 90

79 201900304415 吴雨洁 《太空之旅》 作品设计 方细娟 讲师 89



80 201900304416 唐慧芳 《COLLISION》 作品设计 汪素雅 讲师 78

81 201900304417 唐颜芳 《国潮》 作品设计 黄开艳 讲师 81

82 201900304419 廖梦婷 《戏剧人生》 作品设计 汪素雅 讲师 84

83 201900304420 文佳祺 《无忧》 作品设计 黄开艳 讲师 77

84 201900304421 曾诗雨 《异时空》 作品设计 方细娟 讲师 89

85 201900304422 段世慧 《粉绒梦境》 作品设计 方细娟 讲师 90

86 201900304423 王溢 《遗迹》 作品设计 方细娟 讲师 92

87 201900304424 田慧怡 《敦煌·塞紫》 作品设计 黄开艳 讲师 91

88 201900304425 罗利 《落日成晖》 作品设计 黄开艳 讲师 87

89 201900304426 舒碧 《野蛮生长》 作品设计 黄开艳 讲师 77

90 201900304427 谢美芝 《山水间》 作品设计 黄开艳 讲师 80

91 201900304428 邓颖 《邂逅星辰》 作品设计 黄开艳 讲师 80

92 201900304429 钟何星 《青萝拂行衣》 作品设计 汪素雅 讲师 80

93 201900304430 陈知悦 《鹿王本生》 作品设计 黄开艳 讲师 88

94 201900304431 颜家慧 《嫦娥探月》 作品设计 方细娟 讲师 80

95 201900304432 杨水林 《脱俗》 作品设计 汪素雅 讲师 83

96 201900304433 汤梦宇 《宫*墙》 作品设计 黄开艳 讲师 81

97 201900304434 洪兰兰 《向日葵》 作品设计 汪素雅 讲师 83

98 201900304435 王淑娟 《菱荷》 作品设计 黄开艳 讲师 80

99 201900304436 王璐 《莲双岁》 作品设计 黄开艳 讲师 89

100 201900304437 董彩云 《初始计时》 作品设计 方细娟 讲师 89

101 201900304501 罗新奇 《未来对话》 作品设计 方细娟 讲师 90

102 201900304502 伍美珍 《涅槃》 作品设计 方细娟 讲师 95

103 201900304505 刘新裕 《界限》 作品设计 方细娟 讲师 82

104 201900304506 刘晶 《无恙》 作品设计 方细娟 讲师 88

105 201900304507 刘洁 《吉照》 作品设计 魏荣辉 讲师 81

106 201900304508 刘静晗 《云初》 作品设计 魏荣辉 讲师 84

107 201900304509 吴玉兰 《遇见蓝天》 作品设计 魏荣辉 讲师 92



108 201900304510 周暗英 《拾起碎镜》 作品设计 魏荣辉 讲师 73

109 201900304511 唐灵 《韵》 作品设计 魏荣辉 讲师 89

110 201900304512 廖紫燕 《时差》 作品设计 魏荣辉 讲师 92

111 201900304513 彭樱 《白玫瑰》 作品设计 魏荣辉 讲师 91

112 201900304514 彭美丽 《囡仔酷》 作品设计 魏荣辉 讲师 92

113 201900304515 文万红 《无意》 作品设计 魏荣辉 讲师 60

114 201900304517 朱碧玉 《墨》 作品设计 魏荣辉 讲师 83

115 201900304518 李寒冰 《汽泡》 作品设计 魏荣辉 讲师 83

116 201900304519 李玲 《戏鸣》 作品设计 魏荣辉 讲师 83

117 201900304520 杜思婷 《灯笼记》 作品设计 魏荣辉 讲师 88

118 201900304521 杨晴 《耳纱》 作品设计 魏荣辉 讲师 90

119 201900304522 沈娟 《珊瑚礁之殇》 作品设计 魏荣辉 讲师 81

120 201900304523 王丽萍 《COLOURED GLAZE SEA》 作品设计 高琛 讲师 87

121 201900304525 田怡 《一帘幽梦》 作品设计 高琛 讲师 84

122 201900304526 秦青平 《Restart》 作品设计 高琛 讲师 90

123 201900304527 胡丹 《未来次元》 作品设计 高琛 讲师 90

124 201900304528 许丹 《源远流长》 作品设计 高琛 讲师 84

125 201900304529 谭思清 《蝶隐》 作品设计 高琛 讲师 85

126 201900304530 邓玉洁 《迎难而上》 作品设计 高琛 讲师 80

127 201900304531 邱昕宇 《钢链》 作品设计 高琛 讲师 81

128 201900304533 钟俐玲 《花思》 作品设计 高琛 讲师 94

129 201900304534 陈昭灵 《沉浮》 作品设计 高琛 讲师 86

130 201900304535 陈益花 《古意唐韵》 作品设计 高琛 讲师 92

131 201900304537 魏萍 《机解》 作品设计 高琛 讲师 91

132 201900304538 龚娟 《鱼美人》 作品设计 高琛 讲师 93

133 201760032320 戴金波 《乘风破浪》 作品设计 张悦 讲师 91

134 201900304601 贺敏 《侠影》 作品设计 马彩萍 讲师 92

135 201900304602 许卓 《画瓷》 作品设计 郭星恋 讲师 80



136 201900304605 陈诗美 《丰收》 作品设计 马彩萍 讲师 94

137 201900304606 雷薇 《鱼海》 作品设计 马彩萍 讲师 95

138 201900304607 黄倩杭 《圣母的眼泪》 作品设计 张悦 讲师 88

139 201900304608 黎稀 《洛·瑶雾》 作品设计 郭星恋 讲师 88

140 201900304609 冯诗贻 《行为》 作品设计 马彩萍 讲师 81

141 201900304610 任华荣 《绽放》 作品设计 郭星恋 讲师 73

142 201900304611 任小贝 《空澈》 作品设计 郭星恋 讲师 90

143 201900304612 何艳芳 《信笺》 作品设计 张悦 讲师 87

144 201900304613 冯灵霞 《COLLISION》 作品设计 张悦 讲师 86

145 201900304614 刘慧 《痕迹》 作品设计 马彩萍 讲师 96

146 201900304615 刘智 《重启》 作品设计 郭星恋 讲师 80

147 201900304616 刘秋银 《夏瑾》 作品设计 郭星恋 讲师 72

148 201900304617 包乐 《禁锢》 作品设计 马彩萍 讲师 83

149 201900304618 吴雨洁 《夜宴》 作品设计 郭星恋 讲师 85

150 201900304619 唐倩 《追溯者》 作品设计 高琛 讲师 94

151 201900304620 唐艳婷 《魂.祭》 作品设计 马彩萍 讲师 86

152 201900304621 宁佳慧 《青绿山水》 作品设计 郭星恋 讲师 88

153 201900304622 张娟 《纱海》 作品设计 马彩萍 讲师 93

154 201900304623 彭灿 《自然风韵》 作品设计 郭星恋 讲师 91

155 201900304624 扶霞 《荏苒》 作品设计 郭星恋 讲师 91

156 201900304625 曹露露 《拾荒》 作品设计 马彩萍 讲师 90

157 201900304626 李思英 《经典》 作品设计 郭星恋 讲师 85

158 201900304627 李红玉 《忆江南》 作品设计 张悦 讲师 78

159 201900304628 李若彬 《南海》 作品设计 马彩萍 讲师 81

160 201900304629 杨盼 《Roserre Machine》 作品设计 马彩萍 讲师 92

161 201900304630 杨英姿 《珍惜》 作品设计 张悦 讲师 89

162 201900304631 欧阳霞 《浪漫》 作品设计 马彩萍 讲师 84

163 201900304632 沈红梅 《神造计划》 作品设计 马彩萍 讲师 93



164 201900304633 熊方 《褶样》 作品设计 郭星恋 讲师 92

165 201900304635 申益 《花箐铃》 作品设计 马彩萍 讲师 89

166 201900304637 罗悠冉 《栀·盛》 作品设计 郭星恋 讲师 90

167 201900304638 胡星 《水墨·丹青》 作品设计 郭星恋 讲师 85

168 201900304639 邓艳红 《余味》 作品设计 郭星恋 讲师 86

169 201900304701 刘璐 《无迹》 作品设计 张悦 讲师 86

170 201900304702 刘婷 《咫尺千里》 作品设计 王婉 讲师 88

171 201900304703 周佳玲 《洐纸艺术》 作品设计 张悦 讲师 92

172 201900304704 周花香 《露华浓》 作品设计 张悦 讲师 94

173 201900304705 唐琼 《相濡以沫》 作品设计 张悦 讲师 88

174 201900304706 唐秋秋 《精棉》 作品设计 王婉 讲师 88

175 201900304707 姜正艳 《生生-万象》 作品设计 张悦 讲师 87

176 201900304708 孙秋 《敦煌-佛耀》 作品设计 王婉 讲师 85

177 201900304709 张欢 《无限循环》 作品设计 张悦 讲师 86

178 201900304710 戴美美 《折衷》 作品设计 王婉 讲师 78

179 201900304711 方思 《繁&星》 作品设计 王婉 讲师 78

180 201900304712 曾倩 《绿洲》 作品设计 张悦 讲师 90

181 201900304714 李小梅 《童》 作品设计 张悦 讲师 86

182 201900304715 李昊 《黑白无渡》 作品设计 王婉 讲师 82

183 201900304717 汤焱鸿 《又见敦煌》 作品设计 王婉 讲师 86

184 201900304718 熊冬梅 《狂欢派对》 作品设计 张悦 讲师 87

185 201900304719 王思思 《青竹》 作品设计 刘媛媛 讲师 86

186 201900304720 王琼 《山海·九尾》 作品设计 王婉 讲师 80

187 201900304721 王飘香 《鲛人月下》 作品设计 刘媛媛 讲师 78

188 201900304722 石菁 《拟梦》 作品设计 刘媛媛 讲师 89

189 201900304723 罗汐钰 《碧罗衣裳》 作品设计 刘媛媛 讲师 92

190 201900304724 罗燕文 《融.戒》 作品设计 刘媛媛 讲师 92

191 201900304725 范咸亚 《时间齿轮》 作品设计 刘媛媛 讲师 86



192 201900304726 蒋秀玲 《击破》 作品设计 刘媛媛 讲师 95

193 201900304727 谢瑶 《无迹》 作品设计 刘媛媛 讲师 82

194 201900304728 贺婷 《韵蓝》 作品设计 刘媛媛 讲师 86

195 201900304729 陆小兰 《极简》 作品设计 王婉 讲师 87

196 201900304730 高婷 《逢蝶》 作品设计 王婉 讲师 82

197 201900304731 黎永红 《忆编织》 作品设计 刘媛媛 讲师 91

198 201900304732 龚娟 《枷锁》 作品设计 王婉 讲师 87

199 201900304734 肖梦君 《玫瑰少年》 作品设计 王婉 讲师 77

200 201900304735 许丽萍 《无竹》 作品设计 王婉 讲师 90

201 201900304736 任双梅 《花野》 作品设计 王婉 讲师 79

202 201900304737 何希贵 《桎梏》 作品设计 刘媛媛 讲师 96

203 201900304801 汪邓林 《鲛人泪》 作品设计  李环 讲师 79

204 201900304802 欧翠园 《戏韵》 作品设计  李环 讲师 92

205 201900304803 王诗怡 《Catch a dream》 作品设计  李环 讲师 90

206 201900304804 田慧芳 《蝶变》 作品设计  李环 讲师 80

207 201900304805 秦蓉 《国潮》 作品设计  李环 讲师 87

208 201900304806 聂娜 《海蓝之谜》 作品设计  李环 讲师 86

209 201900304807 葛海燕 《云海浮沉》 作品设计 邹爱兰 讲师 94

210 201900304808 谢欣  《星空三部曲》 作品设计 刘媛媛 讲师 83

211 201900304809 邓惠敏 《仙境传说》 作品设计 邹爱兰 讲师 75

212 201900304810 郭湘琴  《致命吸引力》 作品设计 刘媛媛 讲师 89

213 201900304811 何思湘 《博弈》 作品设计 邹爱兰 讲师 80

214 201900304812 何玲慧 《描金山水》 作品设计 刘媛媛 讲师 81

215 201900304813 刘婷 《秦织》 作品设计  李环 讲师 83

216 201900304814 刘楚 《羽起潮生》 作品设计 邹爱兰 讲师 90

217 201900304815 刘芳 《机械姬》 作品设计 邹爱兰 讲师 78

218 201900304816 卿芷艺 《乌托邦》 作品设计 刘媛媛 讲师 83

219 201900304817 唐增蓉 《瑰》 作品设计  李环 讲师 85



220 201900304818 唐秋艳 《梦游幻境》 作品设计  李环 讲师 75

221 201900304819 姜政红 《科潮》 作品设计 邹爱兰 讲师 73

222 201900304820 康玉廷 《繁缕》 作品设计 邹爱兰 讲师 89

223 201900304821 庾光玉 《蓝色部落》 作品设计  李环 讲师 80

224 201900304822 徐晶 《火星移民计划》 作品设计 李彦茹 讲师 89

225 201900304823 戴姣菊 《白露》 作品设计 李彦茹 讲师 85

226 201900304824 戴珊珊 《敦》 作品设计 邹爱兰 讲师 90

227 201900304826 旷秀 《新生》 作品设计 李彦茹 讲师 92

228 201900304827 曾含旗 《紫》 作品设计 邹爱兰 讲师 80

229 201900304828 曾花香 《故宫如梦》 作品设计 李彦茹 讲师 81

230 201900304829 李婵 《幻与梦》 作品设计 邹爱兰 讲师 90

231 201900304830 陈海兰 《星际手账》 作品设计 邹爱兰 讲师 80

232 201900304831 韩薇 《生生》 作品设计 邹爱兰 讲师 85

233 201900304832 龙青 《墨韵》 作品设计  李环 讲师 88

234 201900304833 曾思维 《拯救蔚蓝星球》 作品设计 邹爱兰 讲师 90

235 201900304834 李思佳 《绿野仙踪》 作品设计 邹爱兰 讲师 86

236 201900304835 李璐 《蝶》 作品设计 邹爱兰 讲师 80

237 201900304836 杨健 《丹霞》 作品设计  李环 讲师 85

238 201900304837 杨才辣 《蝶之梦》 作品设计 李彦茹 讲师 91

239 201900304838 杨雅丽 《重・生》 作品设计  李环 讲师 80

240 201900304839 王佳 《今时秋》 作品设计  李环 讲师 85

241 201900304901 李敏 《丐》 作品设计 廖雨 讲师 80

242 201900304904 杨慧 《黛紫》 作品设计 廖雨 讲师 88

243 201900304906 欧阳录梅  《暗涌》 作品设计 李彦茹 讲师 90

244 201900304907 沈艳 《幻影重塑》 作品设计 廖雨 讲师 74

245 201900304908 潘裕红 《随心》 作品设计 廖雨 讲师 72

246 201900304909 王滢 《域》 作品设计 李彦茹 讲师 90

247 201900304911 程利红 《夏益》 作品设计 李彦茹 讲师 91



248 201900304912 肖文娟 《碧蓝幻想》 作品设计 廖雨 讲师 86

249 201900304913 谢琪 《黑白少女的世界》 作品设计 李彦茹 讲师 88

250 201900304914 邓兰兰 《漫•泛》 作品设计 廖雨 讲师 85

251 201900304915 邓贵芳 《夜》 作品设计 李彦茹 讲师 93

252 201900304916 郭静静 《为侠》 作品设计 廖雨 讲师 89

253 201900304917 陈理理 《花雾》 作品设计 李彦茹 讲师 74

254 201900304918 龚巧 《扑克牌》 作品设计 廖雨 讲师 88

255 201900304919 何永洁 《织造物语》 作品设计 廖雨 讲师 78

256 201900304921 刘勇 《雪山》 作品设计 廖雨 讲师 60

257 201900304922 刘婷婷 《红与黑》 作品设计 沈婷 讲师 85

258 201900304923 刘艳娟 《森林预警》 作品设计 李彦茹 讲师 92

259 201900304924 刘音君 《竹》 作品设计 廖雨 讲师 84

260 201900304926 周澜 《网》 作品设计 李彦茹 讲师 83

261 201900304928 奉伟兰 《彩色糖果》 作品设计 沈婷 讲师 86

262 201900304929 孙亚婷 《玖零年代》 作品设计 廖雨 讲师 82

263 201900304930 张俊杰 《逐影》 作品设计  李环 讲师 96

264 201900304930 唐夏香 《浮生若梦》 作品设计 沈婷 讲师 88

265 201900304932 戴慧 《剪纸》 作品设计 廖雨 讲师 91

266 201900304933 方静 《藤》 作品设计 沈婷 讲师 85

267 201900304935 李中曼 《映荷》 作品设计 廖雨 讲师 87

268 201900304936 李芊 《代码00》 作品设计 李彦茹 讲师 81

269 201900305001 蒋蔓 《漆语》 作品设计 徐小方 讲师 80

270 201900305002 刘成利 《枯木逢春》 作品设计 沈婷 讲师 81

271 201900305003 袁金花 《枯木逢春》 作品设计 沈婷 讲师 85

272 201900305004 贺姣 《山海》 作品设计 汪素雅 讲师 90

273 201900305005 颜晶晶 《新-时代》 作品设计 徐小方 讲师 71

274 201900305006 邹佳仪 《纽扣世界》 作品设计 沈婷 讲师 86

275 201900305007 魏慧 《熔岩·裂痕》 作品设计 徐小方 讲师 77



276 201900305008 黄忠建 《裂痕》 作品设计 沈婷 讲师 80

277 201900305009 龙玲薇 《粽享流年》 作品设计 徐小方 讲师 81

278 201900305010 刘柳 《荆棘与玫瑰》 作品设计 徐小方 讲师 83

279 201900305011 刘琴 《夫诸》 作品设计 汪素雅 讲师 92

280 201900305012 刘美琴 《西部世界》 作品设计 汪素雅 讲师 91

281 201900305013 刘露 《遇见·敦煌》 作品设计 沈婷 讲师 80

282 201900305014 吴花丽 《花心子》 作品设计 徐小方 讲师 82

283 201900305015 周敏 《生命之花》 作品设计 徐小方 讲师 78

284 201900305016 尹佳慧 《浅春悠长》 作品设计 沈婷 讲师 83

285 201900305017 尹思思 《云海间》 作品设计 徐小方 讲师 80

286 201900305018 屈心怡 《曙光》 作品设计 汪素雅 讲师 90

287 201900305019 庞斯婕 《哥特孤堡》 作品设计 汪素雅 讲师 75

288 201900305022 李小红 《月下美人》 作品设计 徐小方 讲师 85

289 201900305023 肖敏 《云·鹿》 作品设计 汪素雅 讲师 81

290 201900305024 杨超云 《蝶心》 作品设计 汪素雅 讲师 96

291 201900305025 柳顺 《酷玩》 作品设计 沈婷 讲师 65

292 201900305026 段彬冰 《军·魂》 作品设计 徐小方 讲师 81

293 201900305028 王淑萍 《烬.染》 作品设计 徐小方 讲师 76

294 201900305029 王辉艳 《蔚蓝光年》 作品设计 徐小方 讲师 80

295 201900305031 蒋丹 《锦里》 作品设计 沈婷 讲师 75

296 201900305032 罗文婷 《燃烧我的爱》 作品设计 徐小方 讲师 80

297 201900305033 万亚芝 《执行者》 作品设计 徐小方 讲师 77

298 201900305036 刘丹青 《荷·意》 作品设计 沈婷 讲师 78

299 201900305037 刘慧 《墨·迹》 作品设计 沈婷 讲师 86

300 201900305038 陈迎花 《逆行者》 作品设计 沈婷 讲师 87

部门负责人签字： 日期：2022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