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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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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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0301236 邓宇 《小螺同学》--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姜菁菁 讲师 90

2 201900301206 骆蓉 《胖球队》--角色设计 作品设计 姜菁菁 讲师 89

3 201900300727 王新涛 《一面之缘》--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姜菁菁 讲师 78

4 201900301024 廖文慧
《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

--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方淑婷 讲师 78

5 201900300732 刘傥 《木枋音乐》-- 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方淑婷 讲师 65

6 201900300709 彭杰 《与疫对抗》-- 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方淑婷 讲师 68

7 201900301128 吴苏雅 《悦颜》--花茶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方淑婷 讲师 76

8 201900301234 谢佳盈 《传统节日》-- 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方淑婷 讲师 74

9 201900301138 周晓月 《苗语》--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张优维 讲师 91

10 201900301225 王沛 《研焙熊》--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张优维 讲师 84

11 201900301230 胡心梦 《寄生》--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姜菁菁 讲师 91

12 201900300801 肖健滔 《情绪》--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张优维 讲师 80

13 201900301210 吴诗彤 《海·城印象》--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张优维 讲师 70

14 201900301228 胡嘉柔
《自命不凡的幻想》--插画设

计
作品设计 张优维 讲师 75

15 201900301207 黄志宝 《五岁人生》--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张优维 讲师 92

16 201900300704 周海英 《我和它的故事》--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张优维 讲师 90

17 201900300635 何球球 《民族之韵》--装饰画设计 作品设计 张优维 讲师 90

18 201900300615 滕国权 《萌宠》--UI设计 作品设计 张优维 讲师 75

19 201900301221 杨航 《意面之缘》--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张优维 讲师 83

20 201900301238 肖洁 《去旅行吧》—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张优维 讲师 75

21 201900300826 王晓茜 《另一个世界》—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张优维 讲师 68

22 201900301133 肖展格 《科幻未来》—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张优维 讲师 78

23 201900300709 李伟 《至茶无味》--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张优维 讲师 73

24 201900300634 侯海兰
《传统节日系列插画》-- 插

画设计
作品设计 李梦云 讲师 76



25 201900300633 蒋湘权
《2022虎年新年礼盒》--文创

设计
作品设计 李梦云 讲师 68

26 201900300609 李炫宏 《水果很忙》--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李梦云 讲师 77

27 201900300716 骆星喜 《咸宁风光》--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李梦云 讲师 79

28 201900300808 欧美竹 《美丽长沙》--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李梦云 讲师 76

29 201900300827 唐佩云 《新潇湘八景》--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李梦云 讲师 88

30 201900300836 向慧淋 《咖啡猫》--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李梦云 讲师 67

31 201900300930 何殿英 《动物森林》--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李梦云 讲师 79

32 201900301014 罗蓉
《噗嗤噗嗤·糖果女孩》--角

色设计
作品设计 李梦云 讲师 89

33 201900301018 欧苏英 《沐苏花茶》--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李梦云 讲师 77

34 201900301008 杨欣雨 《酥饴月饼》--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李梦云 讲师 68

35 201900301205 陈英杰 《常德桃花源》--文创设计 作品设计 李梦云 讲师 69

36 201900301237 郭佳喻 《果燃果茶》--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李梦云 讲师 89

37 201900301229 胡土香
《水果乌龙茶·悦己茶》--包

装设计
作品设计 李梦云 讲师 93

38 201900300715 黄雯萱 《优享吧》--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李旋 讲师 63

39 201900301009 李宇 《白皮书》--界面设计 作品设计 李旋 讲师 68

40 201900300729 秦士超
《万众成一心，脏乱不近身》

--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李旋 讲师 68

41 201900300933 吴慧华 《儿时的记忆》--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李旋 讲师 64

42 201900300728 张荣辉  《舟副烤官》--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李旋 讲师 88

43 201900300921 蔡广 《平行世界》--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李旋 讲师 89

44 201900300703 刘洋 《京剧鸟》--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李旋 讲师 88

45 201900300921 王紫慧 《恶意》--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李旋 讲师 78

46 201900300816 李珂 《中草药》--书籍设计 作品设计 李旋 讲师 69

47 201900300813 何宝玲 《梦回西安》--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李旋 讲师 91

48 201900301213 曾腊
《人间有味是清欢》--插画设

计
作品设计 李旋 讲师 86

49 201900301030 唐含香 《NO  EMO》--文创设计 作品设计 李旋 讲师 69

50 201900301106 张良才 《街头文化》--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李旋 讲师 79

51 201900300911 顾群杰 《BAO  OU》--角色设计 作品设计 李旋 讲师 87

52 201900301216 李秀琳 《肆立》—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张路青 讲师 71

53 201900300624 陈碧瑶 《儿时》—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张路青 讲师 92



54 201900301218 张耀文 《童年》—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张路青 讲师 76

55 201900301226 王超 《桂花糕坊》—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张路青 讲师 73

56 201900300610 李惠霞 《HERO》—视频剪辑 作品设计 张路青 讲师 88

57 201900300919 吴文福
《现代城市四重奏》—海报设

计
作品设计 张路青 讲师 86

58 201900300811 李冬 《寻觅》—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张路青 讲师 79

59 201900301113 周玉婷 《天鹅蜜果》—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张路青 讲师 87

60 201900300923 周思琳 《拾梦猫》—书籍设计 作品设计 张路青 讲师 93

61 201900300924  蔡清玲 《四大美人》—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张路青 讲师 87

62 201900301231 舒萍 《冒险》—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张路青 讲师 87

63 201900300625 王坤
《不被定义的自己》—插画设

计
作品设计 张路青 讲师 92

64 201900300718 段云超 《书虫》—界面设计 作品设计 张路青 讲师 78

65 201900301010 罗嘉勉 《岳发向阳》-- 文创设计 作品设计 张路青 讲师 67

66 201900300631 欧阳春霞 《汪想要》--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辉霞 讲师 76

67 201900300823 杨建如 《萌宠粮仓》--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辉霞 讲师 67

68 201900301115 郑翔
《蒸汽朋克也抗疫》--插画设

计
作品设计 陈辉霞 讲师 86

69 201900301202 郑文丽 《冲破藩篱》--装置设计 作品设计 陈辉霞 讲师 88

70 20190030707 陈旭波 《处境》--装置设计 作品设计 陈辉霞 讲师 77

71 201900300601 冯晶晶 《风华录》--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陈辉霞 讲师 78

72 20190030932 奉英杰 《九嶷山兔》--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辉霞 讲师 79

73 201900301103 石红梅 《湘西傩面》--文创设计 作品设计 陈辉霞 讲师 78

74 201900301235 谢耀南 《萌宠帮》--UI设计 作品设计 陈辉霞 讲师 78

75 201900300602 李嘉欣 《岳·翁琴戏》--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陈辉霞 讲师 69

76 201900300909 贺波 《愈》--UI设计 作品设计 陈辉霞 讲师 68

77 201900301132 张仕权 《小权料理》--品牌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辉霞 讲师 78

78 201900301211 唐骏 《太空不太空》--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陈辉霞 讲师 92

79 201900300805 陈帅 《STOP》--装置设计 作品设计 陈辉霞 讲师 68

80 201900300802 罗广 《柴之家》--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辉霞 讲师 62

81 201900301232 蒋欣 《陌上花开》—装饰画 作品设计 陈槿东 讲师 94

82 201900301224 段怡飞 《朝花栖拾》—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槿东 讲师 89



83 201900300606 周芷妮 《梵沙吟》—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陈槿东 讲师 73

84 201900300901 朱娟 《盼》—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陈槿东 讲师 69

85 201900300832 吴家 《感谢有你》—系列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陈槿东 讲师 69

86 201900300825 胡海权 《回“疫”》—视频剪辑 作品设计 陈槿东 讲师 85

87 201900301126 阳宗鑫
《长庚·星碎》—角色形象设

计
作品设计 陈槿东 讲师 86

88 201900300733 郭亮 《春和景明》—文创设计 作品设计 陈槿东 讲师 87

89 201900300927 刘尧 《Cat Coffee》—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槿东 讲师 86

90 201900300610 罗琴 《南北碳息》—动画视频 作品设计 陈槿东 讲师 95

91 201900300604 王宇鑫 《龍芯》—茶叶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槿东 讲师 69

92 201900301035 奉国健 《朝云》—饼类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槿东 讲师 80

93 201900300632 王忠贞 《梦回岳阳》-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陈槿东 讲师 70

94 201900301002 雷统顺 《叁金茶》—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槿东 讲师 69

95 201900300619 吴柏均
《Pacifism反战主义》--海报

设计
作品设计 葛奕辰 讲师 68

96 201900300711 陈彦妮 《SOUL》--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葛奕辰 讲师 69

97 201900300714 刘昱轩 《罕见病》--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葛奕辰 讲师 69

98 201900300706 欧敏 《成功学》--书籍设计 作品设计 葛奕辰 讲师 92

99 201900300730 唐嘉讯 《果味》--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葛奕辰 讲师 78

100 201900300902 黎自伶 《花·爱》--装饰画设计 作品设计 葛奕辰 讲师 86

101 201900300820 罗景文 《怡香果茶》--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葛奕辰 讲师 79

102 201900300908 辛宇 《中秋》--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葛奕辰 讲师 60

103 201900301135 王梓屹 《保护濒危动物》--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葛奕辰 讲师 69

104 201900301136 郑羽娇 《民族少女》--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葛奕辰 讲师 89

105 201900301220 杨婷 《春》--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葛奕辰 讲师 79

106 201900301223 欧峰源 《源味》--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葛奕辰 讲师 72

107 201900301227 肖新宇 《坚果呀》--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葛奕辰 讲师 90

108 201900300603 崔正武 《科技循环》—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郭一丹 讲师 72

109 201900300607 蒋建姣 《果味果脯》—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郭一丹 讲师 72

110 201900300618 钟晞悦 《梦回莺曲》—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郭一丹 讲师 72

111 201900300835 乐景宏 《余晖向往》—视频剪辑 作品设计 郭一丹 讲师 70



112 201900300910 魏姣 《宅宿日常》—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郭一丹 讲师 91

113 201900300934 蒋华英 《伪装》--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郭一丹 讲师 74

114 201900301013 夏君 《星蜀·三星堆》--文创设计 作品设计 郭一丹 讲师 78

115 201900301218 李颖 《深夜物种》—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郭一丹 讲师 67

116 201900301729 骆格娜 《老马帮普洱茶》—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郭一丹 讲师 66

117 201900304438 彭玉丽 《半条棉被》—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郭一丹 讲师 82

118 201900300731 石盼 《盎》—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郭一丹 讲师 68

119 201900300803 李珊 《益群眼镜》—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郭一丹 讲师 80

120 201900301108 何湘 《花颜茶语》—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郭一丹 讲师 75

121 201900301027 候威威 《传统节日》--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郭一丹 讲师 81

122 201900300616 王旋 《渔悦火焙鱼》--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高培 副教授 78

123 201900301125 唐超
《墩墩的节气之旅》--插画设

计
作品设计 高培 副教授 88

124 201900301003 罗慧 《蛋酥酥》--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高培 副教授 82

125 201900301219 李鲜
《朵映系列护肤品》--包装设

计
作品设计 高培 副教授 86

126 201900301016 黄浩权 《因光而遇》--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高培 副教授 72

127 201900300735 曾令江 《同学去哪儿》--UI设计 作品设计 田嘉祺 讲师 71

128 201900301034 侯利娟 《干货小站》--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田嘉祺 讲师 92

129 201900301102 杨旭芳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海

报设计
作品设计 田嘉祺 讲师 90

130 201900300831 周美林 《安溪铁观音》--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田嘉祺 讲师 72

131 201900301104 凡生威 《茶小果》--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田嘉祺 讲师 65

132 201900301214 朱美艳 《侗情》--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田嘉祺 讲师 73

133 201900300925 林檬 《抗议使者》--角色设计 作品设计 田嘉祺 讲师 78

134 201900300622 唐慧 《侬侬坚果》--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田嘉祺 讲师 91

135 201900301112 朱林丽 《在·九疑》--装饰画设计 作品设计 田嘉祺 讲师 89

136 201900300611 谭丽芝 《社交恐惧症》--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田嘉祺 讲师 87

137 201900301201 郑洁 《民以食为天》--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田嘉祺 讲师 85

138 201900300818 徐隆涛 《声暴》--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田嘉祺 讲师 73

139 201900300736 杨茂 《云·滇》--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田嘉祺 讲师 87

140 201900300935 郑天娇 《自闭症》--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田嘉祺 讲师 78



141 201900300719 刘畅 《沙之国度》--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田嘉祺 讲师 77

142 201900300830 黄先觉 《六堡茶韵》--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姜菁菁 讲师 88

143 201900301026 万彦汝 《秋夕》--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姜菁菁 讲师 50

144 201900300929 谢雨游 《万物循环》--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姜菁菁 讲师 88

145 201900300817 谢志英 《闲时记》--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姜菁菁 讲师 90

146 201900300721 胡静静 《猫狗日记》--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姜菁菁 讲师 79

147 201900300838 梁清清
《好想爱这个世界》--插画设

计
作品设计 姜菁菁 讲师 88

148 201900301123 江晶晶         《岳州有礼》--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姜菁菁 讲师 93

149 201900301208 刘清 《春夏秋冬》--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姜菁菁 讲师 75

150 201900300904 曹宏丽 《自渔自乐》--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王伉伉 讲师 68

151 201900300829 钟子安 《青春的碰撞》--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王伉伉 讲师 87

152 201900300833 潘先妮 《拾贰生肖》--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王伉伉 讲师 91

153 201900300725 何林芳 《巴陵·盛况》--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王伉伉 讲师 81

154 201900300824 曾玉琼 《宙纹》——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王伉伉 讲师 89

155 201900301007 杨芳 《一树猫》--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王伉伉 讲师 79

156 201900300614 邓旭东 《纯源》--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王伉伉 讲师 69

157 201860032600 李海 《大学的生活》—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王伉伉 讲师 65

158 201900301117 唐毅 《安仁印象》--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王伉伉 讲师 79

159 201900301037 黄泽翔 《神话故事》--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王伉伉 讲师 77

160 201900300807 王旭林 《甘露仁》--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王伉伉 讲师 91

161 201900301131 彭九如 《享听音乐》--UI设计 作品设计 王伉伉 讲师 77

162 201900301212 廖启涵 《千味千寻》--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王伉伉 讲师 76

163 201900300612 周雅蓉 《啊嗨的日常》--角色设计 作品设计 王伉伉 讲师 89

164 201900300629 胡蓉 《情绪贩卖机》--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徐贞 讲师 84

165 201900300708 封艺龙 《猫咖狗》--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徐贞 讲师 69

166 201900300720 梁欣 《我和我的狗》--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徐贞 讲师 75

167 201900300734 李露 《宝贝面》--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徐贞 讲师 75

168 201900300738 彭天乐 《舞》--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徐贞 讲师 78

169 201900300809 黄佳欣 《记忆》--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徐贞 讲师 89



170 201900300837 刘佳豪 《间隙》--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徐贞 讲师 87

171 201900300912 姜美业 《觉醒年代》--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徐贞 讲师 78

172 201900300913 孙海霞 《湘西椪柑》--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徐贞 讲师 85

173 201900300914 黄佳 《国粹中的精神》--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徐贞 讲师 85

174 201900300915 何林原 《冬奥会》--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徐贞 讲师 69

175 201900300916 陈敏 《毕业的生活》--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徐贞 讲师 79

176 201900301006 贺小艳 《酱酱果》--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徐贞 讲师 73

177 201900301021 段广安 《年兽来了》——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徐贞 讲师 74

178 201900301217 李美霞 《小粒咖啡》—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碧晖 讲师 83

179 201900300628 易慧娟 《JACKY的梦境》—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陈碧晖 讲师 79

180 201900300722 蔡欣妮 《GO！小果》—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碧晖 讲师 77

181 201900301023 袁红艳 《寻寻蜜蜜》—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碧晖 讲师 78

182 201900300626 杨尚文 《糖果星球》—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碧晖 讲师 87

183 201900300906 黄倩
《京叙—戏曲系列》—包装设

计
作品设计 陈碧晖 讲师 83

184 201900300918 唐嘉慧 《钟爱运动》—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陈碧晖 讲师 68

185 201900300613 钟飞云 《Q宠》—UI界面设计 作品设计 陈碧晖 讲师 82

186 201900300712 凌微梓
《人名币的守护者》—插画设

计
作品设计 陈碧晖 讲师 88

187 201900300926 谭毅松 《梦寻美人鱼》—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陈碧晖 讲师 84

188 201900301012 胡婷婷 《疆疆坚果》-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碧晖 讲师 68

189 201900301005 李欣 《ok甜品》—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碧晖 讲师 70

190 201900300705 林汶晓 《文物》—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陈碧晖 讲师 78

191 201900301025 王昕彤 《茅岩莓》—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陈碧晖 讲师 77

192 201900301105 朱泽豪 《和尘》--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周雯 讲师 62

193 201900300821 黄志琛 《风满楼》--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周雯 讲师 66

194 201900301011 张梅 《有柿吗》--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周雯 讲师 78

195 201900301022 彭峥捷 《42号文库》-- 界面设计 作品设计 周雯 讲师 78

196 201900301204 陈慧芬 《果町》--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姜菁菁 讲师 90

197 201900300834 段贝荣 《月中秋》--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周雯 讲师 78

198 201900300710 谢俊杰 《神兽贺年》—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周雯 讲师 78



199 201900300815 霍思凡 《镜子世界》--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周雯 讲师 88

200 201900300726 邹丹妮 《古城双杰》--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周雯 讲师 78

201 201900301114 李俊 《四季》--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周雯 讲师 66

202 201900300822 杨婵
《庙·笔生花》--文具包装设

计
作品设计 尚冬华 副教授 82

203 201900300806 何美娟 《小叮当糖饼》--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尚冬华 副教授 83

204 201900300905 刘彩瑶 《关爱健康》--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尚冬华 副教授 88

205 201900301017 朱冬梅 《脸谱香薰》--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尚冬华 副教授 62

206 201900301129 孟思诗 《吃口糖》--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尚冬华 副教授 78

207 201900301130 李洋海 《辣蜀》--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尚冬华 副教授 79

208 201900301137 欧昌政
《pandacandy熊猫》--包装设

计
作品设计 尚冬华 副教授 75

209 201900300627 李钰莹 《美人坊》--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尚冬华 副教授 76

210 201900300936 陈馨 《志》--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尚冬华 副教授 78

211 201900300630 唐雨停 《共生》--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尚冬华 副教授 83

212 201900301127 陈慧 《喵妙猫粮》--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尚冬华 副教授 86

213 201900301233 薛云 《小霸王运动会》——UI设计 作品设计 尚冬华 副教授 63

214 201900301019 赵光女 《谷香溢》——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尚冬华 副教授 68

215 201900301029 毛浩 《果玩家》——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尚冬华 副教授 61

216 201900300608 柏媛媛 《不染》--文创设计 作品设计 向晶晶 讲师 88

217 201900300814 陈敏 《红色于都》--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向晶晶 讲师 79

218 201900301120 谌玲 《云片糕》--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向晶晶 讲师 82

219 201900300617 李彪 《野生动物保护》--海报设计 作品设计 向晶晶 讲师 92

220 201900301036 余晴媛 《理想照耀中国》--书籍设计 作品设计 向晶晶 讲师 68

221 201900300601 裴彩霞 《遇见新沂》--文创设计 作品设计 向晶晶 讲师 79

222 201900300605 文唐永  《原罪》--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向晶晶 讲师 79

223 201900300621 成婉玲
《梦游天姥吟留别》--插画设

计
作品设计 向晶晶 讲师 93

224 201900300931 李翠 《泼寒胡戏》--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向晶晶 讲师 89

225 201900300702 吴宇杰 《肖虎》--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向晶晶 讲师 92

226 201900301222 梁鸿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插

画设计
作品设计 向晶晶 讲师 87

227 201900301033 覃树燕 《毕兹卡》--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向晶晶 讲师 78



228 201900301116 席超 《映山浮水》--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向晶晶 讲师 92

229 201900301033 王罗运 《盘瑶》--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向晶晶 讲师 85

230 201900301011 刘羽青 《四大圣兽》--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周雯 讲师 60

231 201900301101 姜婷
《嘭--古今碰撞，音响炸起》

--文创设计
作品设计 周雯 讲师 78

232 201900301215 李成辉 《中国传统节日》--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周雯 讲师 75

233 201900300724 陈媛 《稀杞古怪》--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周雯 讲师 67

234 201900301119 李璐 《遇见文物》--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郑思 讲师 75

235 201900300623 汤灿 《旅行日记》--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郑思 讲师 73

236 201900301209 吴佳琪 《梦回巴蜀》--文创设计 作品设计 郑思 讲师 88

237 201900300282 邓艳玲 《岳阳印象》--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郑思 讲师 82

238 201900300804 刘宇轩 《重音》--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郑思 讲师 75

239 201900300812 侯婷婷 《岳阳博物馆》--文创设计 作品设计 郑思 讲师 85

240 201900300903 雷健 《坚果小姐》—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郑思 讲师 63

241 201900300713 李思琪 《生肖创意》--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郑思 讲师 78

242 201900300937 侯珅 《觉醒吧！混沌之神》--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郑思 讲师 93

243 201900300907 周江军 《郴州玲珑茶》--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郑思 讲师 65

244 201900300004 曾彪 《时节》--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郑思 讲师 65

245 201900300723 李谬 《年兽》--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郑思 讲师 60

246 201900301015 杨玲 《永明记忆》--文创设计 作品设计 郑思 讲师 85

247 201900301134 张玉红 《皂物集草药皂》--包装设计 作品设计 郑思 讲师 75

248 201900301020 陈佳玲 《拒绝焦虑》—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柴彬彬 副教授 65

249 201700301107 胡文静 《建党100周年》--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柴彬彬 副教授 78

250 201900300636 段风星 《亲子巧克力》--插画设计 作品设计 姜菁菁 讲师 90

251 201900301122 欧阳江涛 《给21岁的自己》--角色设计 作品设计 姜菁菁 讲师 60

部门负责人签字： 日期：2022年6月20日



专业/年届：艺术设计   2022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