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思〔2019〕19 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公布第九届福建省 

高校艺术设计奖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第十二届海峡文博

会 2019 海峡两岸高校设计展相关工作的通知》（闽教办思

〔2019〕9 号）要求，各高校积极响应、踊跃参加，共有 45

所高校推荐 2490 件作品参赛。经组织专家评审，共评选出

全场最具创意奖 1 件、金奖 8 件、银奖 20 件、铜奖 40 件、

网络人气奖 5件、优秀组织奖 5个，以及入围奖 182 件。现

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附后）。 

希望各高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教育大会、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以及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精神，切实

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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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各环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全员育人、全过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体制机制，不断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希望获奖的同学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在学习和实践中自觉树立远大理想、热

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

潜心创作更多有思想、有内涵、有创意的艺术设计作品，把

自己锻炼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福建省教育厅  

                                 2019 年 11 月 12 日  

 

(主动公开)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年 11月 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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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福建省高校艺术设计奖获奖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一、最具创意奖（1件） 

序号 学校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参赛者 

1 福州大学 黄晓瑜 《线魂》 数字动画类 陈炳坤、傅坤军、黄海标 

二、金奖（8件） 

序号 学校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参赛者 

1 福州大学 洪歆慧 模块化 小型多功能健身器械 产品设计 丁华清 

2 福州大学 郑琳琳、洪歆慧 Smart Lock短租智能门锁 产品设计 梁可、 游伟铮、何婉琼、游文璐 

3 福州大学 林梓波 《寒武纪》 工艺美术类 施小蝶、王思卿、姚光红、刘炼 

4 厦门华厦学院 张晓慧 瀚海未名者——手捏陶瓷摆件 工艺美术类 
杨成鸿、范煜斐、余宝义 

 张馨文、林惠秀、李瑜薇 

5 莆田学院 詹伟锋 “物件新语”妈祖视觉符号的设计实践 视觉传达类 杨雨菲 

6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林振忠、林清增 “御前清客”南音新绘 视觉传达类 江文星 

7 福州大学 黄晓瑜 《线魂》 数字动画类 陈炳坤、傅坤军、黄海标 

8 福州大学 黄晓瑜 来杯果汁吗？ 数字动画类 田欣梦、周章云、吴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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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银奖（20件） 

序号 学校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参赛者 

1 华侨大学 贺茂红、熊微 U-BIKE模块化木质儿童平衡车 产品设计类 梁玻 

2 福州大学 何月明 AMS-EDR多变救灾装置 产品设计类 樊志浩 

3 厦门理工学院 黄晶晶 “RISE & FALL”轮椅设计 产品设计类 侯国龙 

4 三明学院 文艳群 老年听障智能拐杖 产品设计类 林能伟 

5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周涛 优+ 住院设施优化设计 产品设计类 江宇萱 

6 福州大学 李云燕 《梦境》 工艺美术类 李航宇 

7 福州大学 金优石 逐鹿之殇 工艺美术类 潘文峰 

8 福州大学 金优石 《流觞》 工艺美术类 邸劲奔 

9 集美大学 常跃中 娇姿艳质  工艺美术类 黄雪明 

10 集美大学 涂慷 《厦天》 工艺美术类 刘芷瑜 

11 厦门理工学院 杨亦艺 培田客家元宵节宣传推广设计 视觉传达类 王睿 

12 莆田学院 殷小兵 《闲游 APP主题设计》 视觉传达类 王跃 

13 莆田学院 詹伟锋  梦游记一-原创插画品牌设计 视觉传达类 王子勤 

14 莆田学院 章勇 “妈祖”文化推广社交品牌社交 视觉传达类 钱湘 

15 黎明职业大学 张洁敏、李志伟 染意 视觉传达类 孙誉津 

16 福州大学 黄晓瑜 《木偶戏》 数字动画类 高杉、霍子维、朱玥轲 

17 福州大学 陈树超、黄晓瑜 实景动画《心安之处才是家》 数字动画类 杨奇 

18 集美大学 石虹 《影》 数字动画类 王陈超 

19 三明学院 李晨 《飘扬的旗帜 2》 数字动画类 
杨万贤、蒋倩男、连礼堵 

孙 迪、侯伟聪、王锦鹏 

20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赵静 石马 数字动画类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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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铜奖 

序号 学校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参赛者 

1 华侨大学 欧阳芬芳 缠组-双式排插 产品设计类 陈双杰 

2 华侨大学 李艳 基于环保意识的一体化餐盒设计 产品设计类 蓝绥泓 

3 福州大学 洪歆慧 “珠趣”儿童串珠玩具 产品设计类 李欣怡 

4 福州大学 刘晓宏 中风患者——折叠助行轮椅 产品设计类 
王思远、陈佳伟、许倩倩、 

卢月、樊香怡、许铭师 

5 福州大学 杨霖 疲劳驾驶智能提醒装置 产品设计类 刘雄伟 

6 福州大学 洪歆慧 组合式户外炊具套装 产品设计类 兰霖 

7 福州大学 刘晓宏、林伟 高空索道-救援车 产品设计类 陈佳伟、王思远 

8 福州大学 洪歆慧 BrailleNote便携盲文便签 产品设计类 张林 

9 福建工程学院 杨涛、魏峰 偏瘫患者·指腕康复设备设计 产品设计类 赵项 

10 莆田学院 许丽娟 一弦 产品设计类 刘雅婷 

11 福州大学 金优石 在苍白的原野上 工艺美术类 潘文峰 

12 福州大学 林梓波 《漆韵》 工艺美术类 施小蝶、王思卿、姚光红、刘炼 

13 福州大学 金优石 轮回 工艺美术类 潘文峰 

14 福州大学 洪歆慧 皇阿玛 工艺美术类 钟振昆、徐君如、杨威、李罗曼、林萍 

15 集美大学 涂慷 漆线雕文创小挂坠 工艺美术类 江镇 

16 集美大学 程原 《衍生》 工艺美术类 周馨  叶翔 

17 集美大学 常跃中 粉墨人生 工艺美术类 赖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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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参赛者 

18 集美大学 程原 风韵犹存 工艺美术类 黄清苗 

19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梁靓 《深水部》 工艺美术类 徐羽情 

20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王隽 《“衍生”—漆艺工艺品设计制作》 工艺美术类 白林林 

21 华侨大学 吴彦、任磊 闽小虎—IP形象设计. 视觉传达类 齐征 

22 福州大学 黄志雄 Hi！妈祖文创周边产品设计 视觉传达类 李世金 

23 福州大学 黄志雄 “炎帝新说”旅游文创IP形象推广设计 视觉传达类 李龚、瀚艺 

24 莆田学院 姚晓婷 《山海》一一万物有灵系列 视觉传达类 邵鹏翔 

25 厦门理工学院 杨亦艺 猫舍个性插画设计 视觉传达类 温见飞 

26 泉州师范学院 陈学君 “好运自然来”——泉州民俗火鼎公婆插画设计 视觉传达类 肖旻旻 

27 泉州师范学院 蔡淑芬 
“糕”虾米——闽南石井糕仔包装及其文

创产品延展 
视觉传达类 李旭辉 

28 泉州师范学院 魏雄辉 “旦”生——高甲戏旦角形象及衍生文创设计 视觉传达类 刘雨奇 

29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俊 “平语近人”主题海报 视觉传达类 黄鸿铭 

30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李立锋 丝绸之路民族餐厅 VI设计 视觉传达类 吴敏浩 

31 福州大学 黄晓瑜 《LOST》 数字动画类 郭思恬、谢凯丽、方怡 

32 福州大学 黄晓瑜 金鱼 数字动画类 农静仪 

33 福州大学 黄晓瑜 《渡厦》 数字动画类 刘玟欣 

34 福州大学 黄晓梅 迷失 数字动画类 林雅莎 

35 集美大学 石虹 《A Dog‘s Romantic》 数字动画类 刘珂汶、赵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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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参赛者 

36 集美大学 邢晨 《遗忘谷》 数字动画类 贺帅军、和英杰、刘杰、陈思仆  

37 集美大学 石虹 《拔牙记》 数字动画类 邹向霖 

38 三明学院 于昊田 《梦花海》 数字动画类 
张玉琴、李如馨、蒋光明、赵杨瑞楠、

肖裕斌、连梦婷、刘晓怡 

39 三明学院  念家雯、卢文杰 我的阿嬷 数字动画类 
林汉凯、覃龙林、陈振汉 

章益润、郑进勇 

40 武夷学院 丁家珍 渗透 数字动画类 洪志浩、张文璐 

五、网络人气奖（5件） 

序号 学校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参赛者 

1 福建工程学院 魏峰、杨涛 偏瘫患者·指腕康复设备设计 产品设计 赵项 

2 泉州师范学院 魏雄辉 “旦”生——高甲戏旦角形象及衍生文创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刘雨奇 

3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李玉花 Honey Bee—仿生吸尘器 产品设计 卓俊豪 

4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林碧莲 每梅动人 工艺美术设计 俞文硕、黄丁秋 

5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郑梦月、徐磊基 带走它们!!! 视觉传达设计 谢宁茹 

六、优秀组织奖（5个） 

福州大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厦门理工学院、黎明职业大学 

七、入围奖 

序号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参赛者 

1 华侨大学 张昆 “帐篷式”硅胶贴 产品设计类 樊静若 

2 华侨大学 熊微 “亲子摇摇乐”木马摇椅连动装置 产品设计类 费茹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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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参赛者 

3 华侨大学 陈辉 社区智能分类垃圾回收箱 产品设计类 高峰 

4 华侨大学 任磊 、吴彦 Easy Loo 产品设计类 陈锴 

5 华侨大学 任磊 、吴彦 MG 2030 VISION 产品设计类 蒋正中 

6 华侨大学 任磊 、吴彦 古厝·云中楼 产品设计类 郑明辉 

7 华侨大学 任磊、吴彦 《闽南印象》旅游纪念品 产品设计类 迟钰缤 

8 华侨大学 李艳 民乐之电子二胡 产品设计类 王涛 

9 华侨大学 李艳 “迷雾水母”小型加湿器 产品设计类 叶海瑞 

10 华侨大学 李艳 Timing humidifier * 产品设计类 刘力赫 

11 华侨大学 李艳 智能压力舒缓治疗床 * 产品设计类 刘邦 

12 华侨大学 李艳 “Mountain Wind”可移动公厕除臭设备 * 产品设计类 陈楚玲 

13 华侨大学 谭永胜 白瓷电灯 产品设计类 李壮 

14 华侨大学 欧阳芬芳 模块式-磁吸排插 产品设计类 陈双杰 

15 华侨大学 欧阳芬芳 自锁式-琴键排插 产品设计类 陈双杰 

16 福州大学 吕琳 老年伴侣 产品设计类 龚渝龙 

17 福州大学 刘晓宏、林伟 盲人—智能药盘 产品设计类 陈佳伟 、王思远 

18 福州大学 刘小路 Cycling treadmill 产品设计类 龚渝龙 

19 福州大学 刘晓宏 、林伟 多钻旋转—电钻 产品设计类 陈佳伟、 王思远 

20 福州大学 刘晓宏 、林伟 废旧沥青再利用处理工程车 产品设计类 陈佳伟 、王思远 

21 福州大学 刘小路 高速公路隔离绿化带修剪车 产品设计类 卢月 

22 福州大学 刘小路 两用儿童翘翘板 产品设计类 卢月、樊香怡、李代意、李国辉 

23 福州大学 汪少峰 可骑行手推车 产品设计类 
许倩倩、王思远、卢月、 

樊香怡、许铭师 

24 福州大学 刘小路 清道夫——肥料化再利用诱捕一体船 产品设计类 
王思远、陈佳伟、许倩倩、 

樊香怡、卢月、许铭师 

25 福州大学 洪歆慧 儿童趣味浮力板 产品设计类 林成沛、王思卿、郑磊 

26 福州大学 刘晓宏 林伟 沙滩垃圾回收分类工程车 产品设计类 陈佳伟、史帅帅、龚渝龙、耿殿皓 

27 福州大学 刘晓宏 林伟 CARE FOR 产品设计类 陈佳伟、王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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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参赛者 

28 福州大学 黄星源 衣夹 产品设计类 刘金如 

29 福州大学 洒玉波 STTA——安全&科技教具 产品设计类 王雨青 

30 福州大学 洪歆慧 “菇菇机”儿童体验式智能蘑菇种植培养机 产品设计类 林杰铃 

31 福州大学 洪歆慧 EVAN壁挂式烘干机 产品设计类 黄优财 

32 福州大学 黄星源 “不只是”爬行垫 产品设计类 庄严 

33 福州大学 杨霖 建筑施工智能安全帽设计 产品设计类 李泽华 

34 福州大学 刘云 BACAREST应急情况下的临时休息用品设计 产品设计类 刘宏宇 

35 福州大学 洒玉波 “智巢”智能快件箱 产品设计类 张林 

36 福建农林大学 陈祖建、卓恬 “字谜”——基于字体元素的家具设计 产品设计类 刘鹏宇 

37 福建农林大学 杨艳丽 竹屏灯 产品设计类 徐纯、王庆华 

38 福建农林大学 谢敏芳 禅茶竹苑 产品设计类 张静 

39 福建农林大学 叶翠仙 道衍 产品设计类 林颖婕 

40 福建江夏学院 罗才胜 、黄娟 影趣 产品设计类 钟莹、吴兹琪 

41 福建江夏学院 罗才胜 日晷钟 产品设计类 袁佳伟、柯艳晶 

42 泉州师范学院 余娜 儿童成长型增高椅设计 产品设计类 刘薇蓉 

43 莆田学院 郑捷 《棂》-系列客厅家具 产品设计类 张梦玲 

44 厦门理工学院 张抱一 公交旋转自锁把手 产品设计类 陈严 

45 三明学院 文艳群 创意 时尚 链条计时器 产品设计类 黎煌 、林勋韬 

46 三明学院 罗臻 节节高 产品设计类 林能伟  宋天骄 

47 三明学院 孙乙泰 Mobius Pot（莫比乌斯壶） 产品设计类 林能伟 

48 三明学院 文艳群 红外感应定时燃气开关 产品设计类 林能伟 

49 三明学院 江平 微型放大镜 产品设计类 林能伟 

50 三明学院 文艳群 早教磁力组合式积木 产品设计类 林小妤、饶祥平 

51 三明学院 文艳群 Food-Timer 灯具 产品设计类 林雪莹、朱庄奂 

52 三明学院 文艳群 智能定时检测 产品设计类 饶祥平 、林小妤 

53 三明学院 连晓波 “盘它”智能手球 产品设计类 孙楠 

54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李玉花 MITE PREDATOR——智能除螨仪设计 产品设计类 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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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参赛者 

55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李玉花 Honey Bee—仿生吸尘器 产品设计类 卓俊豪 

56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卜俊 车站行李箱临时存放卡扣 产品设计类 李泽涛 

57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卜俊 子母旅行壶设计 产品设计类 袁逸舟 

58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卜俊 课室大作战战棋游戏 产品设计类 姚林鹏 

59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彭琬玲 基于医疗空间的儿童游乐设施——“器官新语” 产品设计类 曹语 

60 黎明职业大学 
王星河、李秋云、

曾晓光 
多功能组合拖把桶 产品设计类 陈文辉 

61 黎明职业大学 
王星河、曾晓光、 

李秋云 
可调节公交把手 产品设计类 陈献聪 

62 黎明职业大学 
王星河 、曾晓光、 

李光考 
智能 3D拖鞋打印机 产品设计类 蒋恒 

63 黎明职业大学 谢和鹏、张阳明 多功能洁厕具 产品设计类 谢和鹏 

64 厦门大学 赵洁 非遗古法技艺「尧染」 工艺美术类 厦门大学西部梦想社团-黔南计划 

65 厦门大学 无 编织流水 工艺美术类 
林思怡、牟一帆、王泽、徐睿捷、

巩小凡、周颖 

66 华侨大学 李艳 竹光缝隙 工艺美术类 许玥 

67 福州大学 金优石 一点砂红 工艺美术类 潘文峰 

68 福州大学 林梓波 《独白》 工艺美术类 施小蝶、王思卿、姚光红、刘炼 

69 福州大学 金优石 《企鹅.1》 工艺美术类 窦嫚、潘文峰 

70 福州大学 金优石 乐享生活 工艺美术类 郭卓铃 

71 福州大学 金优石 其乐 工艺美术类 张文璐、吴志敏 

72 福建医科大学 林中青 Halloween 工艺美术类 陈蕴 

73 福建医科大学 夏娜 纸缘医者术 工艺美术类 陈丽金、张云剑、徐鹏颖 

74 集美大学 涂慷 《梦游》 工艺美术类 游航帆 

75 集美大学 常跃中 《穿梭》 工艺美术类 陈文强 

76 集美大学 常跃中   《静.思》 工艺美术类 王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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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参赛者 

77 集美大学 涂康 自在观音 工艺美术类 罗翔 

78 集美大学 常跃中 风中女孩 工艺美术类 陈少东 

79 集美大学 林深、徐静 一片海系列（1）（2）（3）（4）（5） 工艺美术类 陈佳舰 

80 集美大学 常跃中 君子不器 工艺美术类 张建宗 

81 莆田学院 王海霞 《惘》 工艺美术类 陈子君 

82 莆田学院 许丽娟 平（ping）仄（ze） 工艺美术类 翁蕙颖 

83 三明学院 连晓波 知“竹”常乐 工艺美术类 黄伟雄、孙楠、颜静瑜 

84 仰恩大学 朱婷、 陈君锟 软木画手机壳与吊坠球 工艺美术类 

洪诗璇、梁晓宇、刘建金、沈嘉

敏、林可清、肖叶婷、蔡丽雅、

陈玲玲、蔡艺芳、王淑婷、张依

婷、林幼玲、黄语林、周尔康、

邓伟诚 

85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张雅平 涟漪茶席 工艺美术类 张雅平 

86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徐骁琪 拯救北极熊餐具 工艺美术类 彭潇漪 

87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艳 植觉 工艺美术类 张庆彬 

88 黎明职业大学 潘凤、张丽娟 皮具配饰系列 工艺美术类 张紫云 

89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肖雯西 婚嫁 工艺美术类 李韵琳、张浩杰、陈莉娟、阙秀勤 

90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林碧莲 《湄屿飞升》 工艺美术类 俞文硕  张颜婷 

91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林碧莲 每梅动人 工艺美术类 俞文硕、黄丁秋 

92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郑梦月、徐磊基 伤害 工艺美术类 杨文静 

93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

术学院 
袁早华  杨航 《瓷本设色》 工艺美术类 罗盈、潘璇 

94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

术学院 
袁早华 《多肉植物》 工艺美术类 蔡镕煌 

95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侯文秀 羞涩的惠安女 工艺美术类 赵佳琪 

96 厦门大学 张文化 闽人歌 视觉传达类 陈雅萍 

97 厦门大学 孙超 莆仙戏脸谱创新 视觉传达类 游晓敏、邱陈颖、陈渝、陈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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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参赛者 

98 厦门大学 孙超 图说新二十四景 视觉传达类 游晓敏、陈渝、邱陈颖、陈聿飞 

99 厦门大学 钟贞 听屿——音乐旅行 APP设计 视觉传达类 叶宇晴、陈奕心 

100 华侨大学 赵炎龙 《十二生肖》 视觉传达类 郑玲燕 

101 华侨大学 刘金福 《自定义-鱼丸包装》 视觉传达类 郑玲燕 

102 华侨大学 冷昊锴 《泉州》 视觉传达类 郑玲燕 

103 华侨大学 孟凡军 闽南表情包设计 视觉传达类 郭思研、戴彬枫 

104 华侨大学 孟凡军 闽南动态表情包设计 视觉传达类 郭思研、熊恬爽、覃宏婷 

105 华侨大学 陈清 “丝路”敦煌莫高窑文创插画设计 视觉传达类 刘瑞、季暮秋 

106 福州大学 李双 “三好先生”古法酱油品牌视觉形象设计 视觉传达类 苏国伟 

107 福州大学 李双 丝路手信 视觉传达类 张煜 

108 福州大学 黄志雄 “桂话常谈”桂林方言主题酒吧品牌设计 视觉传达类 秦蓉 

109 福州大学 黄志雄 龙舟鼓 视觉传达类 黄小真 

110 福州大学 甘锦秀、黄志雄 福至梳厢包装设计 视觉传达类 王逸杰、张昱悦 

111 福州大学 黄志雄 集美龙舟池--IP形象及文创产品设计 视觉传达类 赵毅 

112 集美大学 曾华晖 一”生”万物 视觉传达类 张涵男 

113 福建江夏学院 姜韵 俗画说-闽南语俗语插画设计 视觉传达类 郑依琳 

114 福建江夏学院 无 逃离地球、拯救地球 视觉传达类 林铤锋 

115 泉州师范学院 蔡淑芬 这箱有戏——闽南传统高甲戏丑角文创设计 视觉传达类 卓绵绵 

116 泉州师范学院 陈学君 “狮情化艺” ——闽南“石狮爷”玩偶设计 视觉传达类 章儒傲 

117 泉州师范学院 魏雄辉 市井八仙之妆糕人 视觉传达类 蔡金河 

118 泉州师范学院 梁晖 好呷-闽南小吃品牌形象设计 视觉传达类 林益玲 

119 泉州师范学院 陈学君 遇见飞天——泉州开元寺旅游文创商品设计 视觉传达类 陈伟航 

120 莆田学院 韦锦城 盐叙-品牌包装设计 视觉传达类 王纪恒 

121 莆田学院 连晓君 “苗韵”书籍装帧设计 视觉传达类 张菡 

122 莆田学院 肖志雄 “KNW”两性教育视觉设计 视觉传达类 张怿 

123 闽江学院 林海 四季陪伴 视觉传达类 俞虹泠 

124 厦门理工学院 陈虹 坤调 视觉传达类 杨锡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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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参赛者 

125 厦门理工学院 黄朝阳 《搜神记》插画与书籍设计 视觉传达类 梅李婕 

126 厦门理工学院 孟卫东 “迷梦”立体纸雕设计 视觉传达类 陈悦 

127 厦门理工学院 黄朝阳 ″哈啰嗨“螺蛳粉∨邢象设计 视觉传达类 李沐格 

128 厦门理工学院 孟卫东 《菜韵》蔬菜文化创意文化插画 视觉传达类 孙启鹏 

129 厦门理工学院 杨亦艺 满作蛮吃连锁餐厅品牌设计 视觉传达类 张福霜 

130 厦门理工学院 王珏 《因音》 爵士音乐社交 APP界面设计 视觉传达类 施嘉文 

131 厦门理工学院 杨亦艺 九鲤湖文创设计 视觉传达类 林煜 

132 三明学院 连晓波 赖坊礼记—农产品包装设计 视觉传达类 孙楠 

133 武夷学院 蔡洁 海疆丝路长平面创意设计 视觉传达类 李雅如 

134 阳光学院 吴冬原、庄耘 心情咖啡 视觉传达类 唐雅倩 

135 厦门华厦学院 林舜美 《渔歌》闽南语童谣文创产品开发设计 视觉传达类 刘嘉昕、唐思情，包晗琳，蔡少欣 

136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许钰伟 “木兰”文创产品设计 视觉传达类 吕晨 

137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王强 污染的水 视觉传达类 叶丽玲 

138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王强 新书法 视觉传达类 叶丽玲 

139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李立锋 丝绸之路 文明桥梁——海报设计 视觉传达类 吴敏浩 

140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冯莉 《厦小城》卡通吉祥物及周边产品设计 视觉传达类 徐梓峰 

141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冯莉 猫咪的后院 视觉传达类 徐梓峰 

142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何文天 《小酵茶》-酵母家族 视觉传达类 陈新伟 

143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何文天 手机游戏——桌面图标创意设计 视觉传达类 徐梓峰 

144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冯莉 全由家居吉祥物--百变 YOYO 视觉传达类 徐梓峰 

145 黎明职业大学 罗静 《寻泉记》趣味立体书 视觉传达类 董江枫、苏云龙、 陆晓淯 

146 黎明职业大学 罗静 《探泉记》立体书籍 视觉传达类 曾小婷、周意红、张慧霞、苏月红 

147 黎明职业大学 张洁敏 默娘 视觉传达类 张依萍、庄思宁、江荣荣 

148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林振忠、林清增 二次元的十二生肖 视觉传达类 郑明辉 

149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林清增 、林振忠 “刺桐港”卡通历史人物开发 视觉传达类 杨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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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参赛者 

150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林清增、刘玉珍、

林振忠 
贪儿的环球之旅 视觉传达类 林宏敏 

151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林清增、林丹妮  

刘玉珍 
探索的“鳄疯乐” 视觉传达类 方菊萍 

152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林碧清、汪世晓、

苏毅 
客家话文创设计 视觉传达类 赖舒琪 

153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郑梦月、徐磊基 金钱 视觉传达类 吴远珊 

154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郑梦月 表象 视觉传达类 杨玉婷 

155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郑梦月、徐磊基 屠 视觉传达类 侯继雄 

156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郑梦月、徐磊基 仙人掌 视觉传达类 侯继雄 

157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郑梦月、徐磊基 带走它们!!! 视觉传达类 谢宁茹 

158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郑梦月 塑料污染 视觉传达类 邓佳龙 

159 华侨大学 李诗芸 可恶的槟榔 数字动画类 刘鑫 

160 华侨大学 李诗芸 他在哪 数字动画类 张金锭 

161 华侨大学 李诗芸 逃课去干那种事 数字动画类 姜梦琪 

162 福州大学 袁野、黄晓瑜 《半夏》《古早》 数字动画类 陈濛琪 

163 福州大学 于小静 我想要 数字动画类 
邹星荣、邓周航、尚慧颖、 

顾维娜、郭梦婷、邹曌晴 

164 集美大学 王洪波 《little evil》 数字动画类 范佳雁 

165 集美大学 石虹 《Waving through a window》 数字动画类 
申如玉、傅思雯、张琦、 

李小涵、吴沁遥 

166 三明学院 陈蕊蕊 传统手绘动画《童趣》 数字动画类 
夏孝雯、蒋以晞、黄磊、 

赵桢倩、林键昀、陈蕊蕊 

167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赵小源 《心途》 数字动画类 刘雯、陈宇滨、庄长明、王云中 

168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魏冬逸 《幻化》 数字动画类 周琬羚、胡洁铭 

169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张帆 离开 数字动画类 冀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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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赵静 石马 数字动画类 张敏 

171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赵静 逃犯与流浪汉 数字动画类 宫梓涛 

172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张帆 EMMMMM 数字动画类 程之言 

173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赵静 熄灯 数字动画类 孙振宁 

174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庄月萍 《越过距离拥抱你》 数字动画类 陆弈帆 

175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庄月萍 无名英雄 数字动画类 许润歆、陈芯湄 

176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郑兴 武之心 数字动画类 张朝圣 

177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张帆 我的果树 数字动画类 付泽恒、周悦 

178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赵静 照片 数字动画类 金益峰 

179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宫达 钟馗 醉酒 数字动画类 刘碧城 

180 仰恩大学 侯雨君 番仔楼上的闽南 数字动画类 钟锃琦、邱科晋 

181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梁靓 自由式喷发 工艺美术类 李子嫣 

182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冯莉 《彩虹森林》 数字动画类 徐梓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