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设计成绩汇总表

单位：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院系：现代服务与管理学院 专业/年届：空中乘务  2022届

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选题 设计类别

指导老师

成绩

姓名 职称

1 201901100201 刘玲 北部湾航空公司“茉莉芬芳”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刘东英 讲师 82

2 201901100202 蒋美婧 东方航空公司“与绿色同行”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叶雨 助教 88

3 201901100203 张薇 南方航空公司“伴十年·赴未来”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花 讲师 80

4 201901100204 黄湘楠 贵阳龙洞堡机场“天然氧”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源远 助教 92

5 201901100206 张莉 海南航空公司“爱·结伴而行”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吴畅 讲师 84

6 201901100207 李晋 南方航空公司“冰雪世界”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叶雨 助教 88

7 201901100208 向明智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足行天下”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源远 助教 86

8 201901100209 徐建兵 东方航空公司“长白十年之约”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刘东英 讲师 85

9 201901100210 朱谱丽 西藏航空公司“雪域翱翔”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吴畅 讲师 82

10 201901100211 王嘉慧 东方航空公司“粤游羊城”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刘东英 讲师 86

11 201901100212 邹新 厦门航空公司“秀甲武夷”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苏 讲师 86

12 201901100213 王婷 东方航空公司“星际梦幻联动”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叶雨 助教 82

13 201901100214 王阳扬 春秋航空公司“荣耀cos”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刘东英 讲师 82

14 201901100216 林肇敏 春秋航空公司“小皇帝詹姆斯”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花 讲师 78



15 201901100217 刘婷 长安航空公司“梦舞盛唐”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花 讲师 92

16 201901100218 田元元 海南航空公司“百年新征程”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苏 讲师 88

17 201901100219 谢婉泠 南航疫情常态化下航班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苏 讲师 80

18 201901100220 彭玉 上海航空公司“感恩之烛”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吴畅 讲师 84

19 201901100221 刘昆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神奇宝贝”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刘东英 讲师 84

20 201901100222 石莹 澳门航空公司“澳门新韵”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苏 讲师 82

21 201901100223 全玲慧 成都航空公司“奇峰秀水”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花 讲师 84

22 201901100224 向兰婷 山东航空公司“江南忆”亚运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源远 助教 86

23 201901100225 李好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回望长征”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刘东英 讲师 78

24 201901100226 刘娟 南方航空公司“粽意木棉”航班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叶雨 助教 84

25 201901100227 唐舒宁 长沙黄花机场湘绣非遗文化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源远 助教 85

26 201901100228 李涛 东方航空公司“MG自由高达”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花 讲师 84

27 201901100229 雷晗 山东航空公司“感念师恩”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苏 讲师 72

28 201901100230 钟洁 东方航空公司“过年·回家”航班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刘东英 讲师 90

29 201901100231 郑湘玲 华夏航空公司“相遇丝绸之路 ”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刘东英 讲师 92

30 201901100232 张可可 海南航空公司“光.遇”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源远 助教 76

31 201901100301 潘丽楠 南方航空公司“小王子号”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苏 讲师 92

32 201901100302 洪宇 东方航空公司“英雄去超越”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花 讲师 84

33 201901100336 粟菲 南方航空公司“红色回忆”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苏 讲师 84

34 201901100304 谭飞飞 吉祥航空公司“景御陶瓷”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刘东英 讲师 84

35 201901100305 邓春霞 芷江机场“最美怀化”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源远 助教 84



36 201901100306 邓齐宇 郴州北湖机场“湘约九月”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吴畅 讲师 86

37 201901100307 郭叶龙 祥鹏航空公司“熊猫小飞侠”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叶雨 助教 82

38 201901100308 郭爽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军婚蜜月”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刘东英 讲师 74

39 201901100309 陈仟仟 海南航空公司“禾下乘凉梦”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苏 讲师 88

40 201901100310 马瑛 东方航空公司“嗨！玲娜贝儿”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花 讲师 84

41 201901100311 何婷   四川航空公司“妙叶亲友”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刘东英 讲师 78

42 201901100314 傅源 南方航空公司“把年味带回家”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吴畅 讲师 80

43 201901100316 刘子婧 南方航空公司“游子吟”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叶雨 助教 78

44 201901100317 刘微 深圳航空公司“爱在七夕”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苏 讲师 92

45 201901100318 刘慧雯 广州白云机场“音符起航”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源远 助教 92

46 201901100319 吴忧 成都航空公司“洞庭天下楼”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苏 讲师 88

47 201901100320 周文婷 南方航空公司“卡塔尔，go！”世界杯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花 讲师 78

48 201901100321 周梦玲 东方航空公司“梦入敦煌”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叶雨 助教 92

49 201901100325 孙超 吉祥航空公司“火影-忍途”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刘东英 讲师 84

50 201901100323 唐烨 长荣航空公司“荣耀35”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花 讲师 85

51 201901100324 夏杰 南方航空公司“时逢华诞玉轮圆”航班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苏 讲师 85

52 201901100322 周琼 南方航空公司“团圆梦”中秋节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叶雨 助教 84

53 201901100326 宁媛 长沙黄花机场“魅力长沙城”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源远 助教 86

54 201901100328 张淇 上海航空公司“热血动漫”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源远 助教 78

55 201901100329 彭鸽 东方航空公司“韵味长沙”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吴畅 讲师 92

56 201901100330 方建萍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星黛露”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花 讲师 92

57 201901100331 朱秋慧 长沙黄花机场“与贤同行”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源远 助教 74

58 201901100332 李松美 延安南泥湾机场“红色之旅”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叶雨 助教 92



59 201901100333 李莉媛 东方航空公司“让爱抵达大山”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叶雨 助教 88

60 201901100334 段兵兵 成都航空公司“拾起冬梦”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刘东英 讲师 92

61 201901100335 汤广南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吾忆童心”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刘东英 讲师 88

62 201760065226 熊泽林 湖南航空公司“直通环影”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刘东英 讲师 88

63 060202150330 穆鑫浩 南方航空公司“冲吧！小黄人”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源远 助教 74

64 201970104101 杨豪 北部湾航空公司“相约绿城”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苏 讲师 86

65 201970104103 王缘凯 南方航空公司“湘聚婵娟”客舱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吴畅 讲师 85

66 201970104104 童润涛 首都航空公司“万米云端迎国庆”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花 讲师 80

67 201970104106 胡涛 中国国际航空“我是中国娃”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源远 助教 65

68 201970104108 任康 岳阳三荷机场“回溯传统”花灯戏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瑾 助教 90

69 201970104111 刘港 厦门航空公司“荣耀亚运”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吴畅 讲师 83

70 201970104112 单子豪 长龙航空公司“柔情版纳”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廖新琳 讲师 90

71 201970104113 吴岿 昆明航空公司“一路向南”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花 讲师 84

72 201970104116 尹碧波 湖南航空公司“山水星城·魅力长沙”机场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冯义飞 副教授 92

73 201970104117 左贤达 首都航空公司“邂逅长春”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叶雨 助教 83

74 201970104118 张子龙 福州航空公司“到榕城”机场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吴畅 讲师 90

75 201970104119 方宝林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恭贺新春”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张旻书 讲师 65

76 201970104121 胡进 首都航空公司“一路向北”旅游包机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廖新琳 讲师 84

77 201970104122 蒋家豪 华夏航空公司“梦想中国”春节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吴畅 讲师 84

78 201970104124 许小亮 华夏航空公司“秘境三江源”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叶雨 助教 82

79 201970104125 邱文兵 黄花国际机场“平安长沙”反诈骗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瑾 助教 65

80 201970104126 钟取雅 广州白云机场 “壬寅中秋 月满天下”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吴畅 讲师 80

81 201970104129 龙昭臻 九元航空公司“南国寻绿”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花 讲师 85



82 201970104131 李刚 东方航空公司“冰城风光”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张旻书 讲师 81

83 201970104132 李晨 东方航空公司“月圆之夜”客舱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廖新琳 讲师 80

84 201970104133 李罗龙 深圳航空公司“愿者上钩”客舱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源远 助教 65

85 201970104134 杨添翼 厦门航空公司“会·江城”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叶雨 助教 84

86 201970104201 付孝平 上海航空公司“科普研学”开放日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张旻书 讲师 91

87 201970104202 鲁昌盛 南方航空公司“粽叶飘香阖家欢”端午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花 讲师 83

88 201970104205 刘紫奇 湖南航空公司“乐美三湘”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吴畅 讲师 90

89 201970104206 吴佳乐 山东航空公司“寻乐横琴”旅游包机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张旻书 讲师 75

90 201970104207 周鹏 南方航空公司野外求生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源远 助教 65

91 201970104209 崔其东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秋月圆”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瑾 助教 84

92 201970104211 张翔 芷江机场“国际和平文化节”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张旻书 讲师 88

93 201970104212 方粟 吉祥航空公司“金陵绮梦”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廖新琳 讲师 86

94 201970104215 周博 西安机场”丝绸之路“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源远 助教 65

95 201970104216 李新鹏 昆明航空公司“花香四季”主题航班方案 方案设计 冯义飞 副教授 82

96 201970104220 梁海 厦门航空公司“绿色低碳”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叶雨 助教 81

97 201970104221 王君楠 桂林航空公司“好味桂林”机场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花 讲师 90

98 201970104224 胡广 多彩贵州航空公司“缤纷黔贵”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苏 讲师 84

99 201970104225 胡玉珍 深圳航空公司“逐梦塞上”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苏 讲师 85

100 201970104229 邓佳恩 岳阳三荷机场“守好一江碧水”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廖新琳 讲师 84

101 201970104231 陈涛 首都机场“最美地服人”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苏 讲师 90

102 201970104233 任智晨 成都航空公司“大美岳阳”主题航班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叶雨 助教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