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专业/方向 作者 学号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1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传统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 孙熠琮 20172044 《若昧室印存》 沈浩

2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书法与篆刻 黄建森 3150102311 大篆《节录诗经 大雅 抑》 沈浩、沈乐平

3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书法与篆刻 张子寅 3160102304 古代爱情诗四首 沈浩、沈乐平

4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人物 张靓亮 20161001 《白月光》 韩璐、万木春

5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人物 孙昊淳 20172008 《生命的驰援》 顾迎庆

6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人物 董轩忱 3160101122 《视野》 林皖、 尉晓榕

7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山水 郭明珺 3160101144 《空山响》 陈磊、张国民

8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花鸟 胡潇尹 3160101125 《阶上拾影》 韩璐、周菁、叶芃

9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综合 刘智心 3160101111 《都市行间》 花俊、张浩 

1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 王程程 20172063 江泳 封治国 邬大勇 常青 崔晓冬

2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 张铁拓 20172072 沪上七君子 任志忠 何红舟 王羽天 来源

3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 谢玄玄 20162081 多余人 郭健濂 井士剑 余旭红

4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 吴健 20172100 三生万物
有朋自远方来

方利民 蔡枫 王超

5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 高迅 20172109 载芟载柞
振鹭于飞

  王超 张晓锋 董捷

6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 朱哲 20172112 搜索   应金飞

7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 林涵 20162099 一秒立方
《单元》系列

  孔国桥 于洪 周崇涨

8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 钟舒婷 20172096 绿男系列   周刚 陈坚 于振平

9 绘画艺术学院 绘画 李佳琦 3160100239 蜗牛日记 蒋梁 杨参军 赵军 史怡然

10 绘画艺术学院 绘画 陈栩欣 3160100154 文学作品插图系列  冯绪民

11 绘画艺术学院 绘画 张艺琳 3160100056 Boderline 闵罕 吴俊勇 鲁利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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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绘画艺术学院 绘画 臧山 3160100161 囚 陈焰 黄庆 李振鹏 何立

13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学 于莉莉 20162108 灵魂博物馆   王雄飞

1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金木石火雕塑 孟胡蝶 20172183 《破镜重圆》 龙翔

2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东方性雕塑 赵文超 20172186 《传·递》 陈汉、杨奇瑞、朱晨

3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跨界雕塑 葛虎成 20172180 《不确定震荡中心》 班陵生

4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具象雕塑 荆可雅 20172377 《守卫者系列》 张克端、翟庆喜、刘杰勇

5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具象雕塑 余康 20172175 《浮游、蠕行、序列关系、无
题》

张克端、翟庆喜、刘杰勇

6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纤维艺术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 李依珊 20172199 生命万岁2 施慧（教授）

7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纤维艺术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 盛旖旎 20172201 隐秘系列 施慧（教授）

8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公共艺术（纤维艺术） 陈子瑞 3160100248 《归》 应歆珣、许嘉

9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公共艺术（纤维艺术） 舒烨文 3160100034 《线上聚会》 应歆珣、许嘉

10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公共艺术（公共雕塑） 谢沛全 3160100225 《战疫广场》 张海军

11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公共艺术（场所空间艺术） 施清瑶 3150100172 《珍贵体》 赵明

12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美术（公共艺术研究与创作） 姚浩澜 20172198 《MARS兄弟》系列 杨奇瑞、郑靖

1 跨媒体艺术学院 绘画（跨媒体艺术） 毛恒予 3160100277 夜的玛祖卡 朱玺

2 跨媒体艺术学院 绘画（跨媒体艺术） 宋美芸 3160100293 在泥潭里挣扎 牟森

3 跨媒体艺术学院 绘画（跨媒体艺术） 许励双 3160100029 蛊城 姚大钧

4 跨媒体艺术学院 绘画（跨媒体艺术） 邝智轶 3160100314 廣耳山 姚大钧

5 跨媒体艺术学院 艺术科技与创作研究 王茜 20172121 谁是水军 姚大钧

6 跨媒体艺术学院 空间多媒体艺术研究 何佶佴 20172130 大故事 管怀宾

1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王雅婷、周浙慧、

郑楚滢

3160200069
3160200028
3160200259

最好的告别 徐振庭



2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张婧、吉峪、马远

宁

3160200118/31
60200037/3160

200335/
信息购物中心 赵晨音

3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崔喻、苏钰歆、卓

越

3160200024
3160200159
3160200136

野生猎场 徐振庭

4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蔡海月、陆依凡、

韦悦之

3160200095、
3160200044、
3160200328

旅形时代 李洁

5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王妍、刘洲、陈琬

欣

3160200087
3160200192
3160200272

失宠 徐振庭

6 设计艺术学院 染织设计 刘妍兵 3160200235 生命的韵律 吴海燕、黄思文

7 设计艺术学院 服装设计 田玮 3160200112 形体练习 王书莹、安郁汐、陶音

8 设计艺术学院 染织设计 陈妍茹、毛鋆滢
3160200072、
3160200030

“塑”食 黄思文、吴海燕

9 设计艺术学院 服装设计 于熹喆 20172215 日光经年 吴海燕、陶音

10 设计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王帅寅 陈元杰
3160200049
3150200230

模块化防疫巡检机器人 周波 傅吉清

11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余阳 3160200210
light of the Information(信

息之光)
王菲

12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潘维克 3160200322 Dissociate 游离 包天钦、马骏

13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工业设计
徐萌、邹楷文、吴

文坡

3160200060
3160200074
3160200315

心冥想减压 高凤麟

14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万舜、潘旭生、傅

雅琪

3160200186
3160200068
6181201219

Ripple 魔毯 王菲

15 设计艺术学院 会展设计
罗晓楠、蔡初晴、

张靖

3160200022、
3160200001、
3160200228

未完·待续——续写《山海经
》线上实验展

邱海平、郭锦涌

16 设计艺术学院 综合设计 马亮亮 20172233 邻里开放共享空间形态研究 成朝晖，董奇

17 设计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吴季蕾 3160205230 释哭ShiKu 陈晶、何振纪、何晓静

1 手工艺术学院 陶瓷设计 许潇文 3160200077 孤山品石 戴雨享



2 手工艺术学院 陶瓷设计 何弋天 3160200276 解法 胡敏

3 手工艺术学院 玻璃艺术设计 王浩智 3160200249 量角——角与边的存在关系 李玉普

4 手工艺术学院 饰品艺术设计 王潇 3160200093 折叠莲盏 汪正虹

5 手工艺术学院 漆艺术设计 陈小军 3160200106 向心 冯晓娜

6 手工艺术学院 陶瓷设计 吴跃栋 20172265 林泉拜器 许群、戴雨享

7 手工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工艺美术）专升本 孙笛杨 6183060208 观照 章晴方

时尚产品设计 吕嘉湲 3160700286

衍生产品设计 赵玉芯 3160700159

时尚产品设计 曾茹隽 3160700340

信息产品设计 孙浙洋 3160700257

3 上海设计学院 商业服装设计 季引桐 3160700370 白描 莫宇

高颖婕 3160700072

曾菁 3160700074

龚维康 3160700141

方远 3160700186

6 上海设计学院 公共艺术（城市空间造型） 徐明威 3160700266 Wavelet——仿生艺术装置 夏晶

视觉传达设计 张维 3160700269

视觉传达设计 胡邱晨 3160700028

视觉传达设计 马玉芳 3160700075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展演设计） 尹昕怡 3160700029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展演设计） 胡雨曼 3160700109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展演设计） 段馨 3160700238

2 上海设计学院 瞳 卞京

1 上海设计学院 光褶FOLD THE LIGHT UP! 段卫斌、章文

5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城市空间艺术设计） 《城屿鹿憩》 许月兰

4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室内设计） 《居.助》 周益竹

7 上海设计学院 《人抬头时看见“神”》 胡晓琛、陈天翼

8 上海设计学院 《城望广厦重》 於阗、姚铿



智能界面设计 赵禹安 3160700002

智能界面设计 孙艺珂 3160700090

10 上海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 尤昌鑫 20172404 隐者之诗 吴小华、段卫斌

11 上海设计学院 设计学 庄建波 20172359 红·厝 韩绪、褚军刚、李辉

1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艺术管理
淡靖舒
柯艺轩

3160100252
3160100162

身体建筑互动实验 刘潇、翟羽佳

2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美术学（公共美术教育专升
本）

潘垚洁 6180303344 《蚂蚁乐园》——以劳育美 以
美育劳

马旭东

3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社会美育
王润家
毛华磊

3160100256
3160100235

乡野艺校诞生记 陈子劲

4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美术学（艺术鉴藏） 陆晴川、钟金诗雨
3160100315
3160100164

雅集·沙龙——中西方集会形
式对比

何士扬 李爱红

5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艺术管理 高崇斌 3160100329 翻页动画馆-梦境 刘潇

1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游戏 刘砚文 20172310 《门神》 崔晨旸、王中义

2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影视 马赫 20172305 《雪落无声》 刘智海

3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录音艺术 郑金明 3160403502 《hollow》 王岑予

4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插画与漫画 袁昕帅 3160400111 《构成》 夏克梁

5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动画 何超弘 3160400191 《五十》 杨迈、余本庆、唐红平

6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动画 王米勒 3160400022 《来自海边的呼唤》 李佳佳

7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摄影艺术 邵逸民 3160400060 《邵指做作》 郎水龙

8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游戏设计
艺术

莫佳可、詹铭、张
明昊、胡世超

3160400186、
3160400070、
3160400089、
3160400004

《潜火志》
崔晨旸、帖志超、周伟、梁

超

9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数字交互
艺术

陈柯晓、陈妍蒙、
季嘉宁

3160400163、
3160400158、
3160400048

《感知边界》 宣学君

10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影视编导) 黄咏逸 3160400209 《一次意识里的木舟》 陈雨

9 上海设计学院
无念——说唱唐卡新媒体展演

空间设计
吴小华、 孔莉莉



11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制作(影视摄影与制
作)

孟全芝 3160400145 《禁聲》 杨树

1 建筑艺术学院 设计学
FAIZ HAMDI

SUPRAHMAN（印尼）
20162371

“INTERMEDIARIES"----衢州文
化社区的中心

王澍

2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建筑艺术） 支适予 3150501018 触木阁 刘畅

3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城市设计） 吴文权 3150501057
回到混沌未来——激发混沌场

域的半格形社区
詹欣

4 建筑艺术学院 风景园林（景观设计） 陈崛楠、庞芊峰
3160502016、
3160502005

四景山水画苑——元宝心社区
改造

邵健

5 建筑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环境艺术） 郑晨熹、陈诗苇
3160502002 、
3160502034

新型社区应急消防微型综合体 陈坚、蒋建宇

6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建筑艺术） 柳凡 3150501022 垃圾空间 黄明健、邱佳羽

7 建筑艺术学院 风景园林（景观设计） 楼易菲、刘静华
3160502037、
3160502035

“家具园”——吴山元宝心社
区景观微更新改造

袁柳军

1 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 空间生产的乡土实践 李雁军 20162167 白宫前的野餐 黄孙权

1
文创设计制造业协同创

新中心
自主品牌实验 黄能 20172250

《非旅人——小凉山设计扶贫
计划》

吴碧波、宋建明

1 国际教育学院
当代艺术全英文硕士项目

(IMFA)
DAVID HAO HAN 20172432 新供石 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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