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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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画山水 张大箴 20171004 《张飞庙》   卓鹤君  万木春

2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花鸟 屈子琳 20172029 《霜天夜晓》   韩璐

3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人物 朱日雨 20172013 《见“机”而动》 王一飞、潘汶汛

4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人物 周晓阳 20172001 《忧郁天空》   尉晓榕

5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山水 苏淼 20162022 《幽园寒翠图》 林海钟

6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综合 曹曼 3160101119 《有无相生》 花俊、张浩

7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人物 韩放 3160101148 《培根 霍克尼 弗洛伊德》 林皖、 尉晓榕

8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山水 杨沐童 3160101124 《噬》 陈磊、张国民

9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书法理论研究与实践 祝文彬 20172051 隶书李嗣真《后书品》节录 白砥

10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书法与篆刻 宁作超 3160102313 行草陆龟蒙《和茶具十咏其一》 沈乐平

11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书法篆刻理论研究与创作 金秦瑞 20172043 小楷《残石题跋》 沈浩、方波、戴家妙

1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学 吴明辉 20172068 九月九 任志忠 何红舟 王羽天 来源

2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 耿雪 20172089 无法言说的情绪——台上与台下 郭健濂 井士剑 余旭红

3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学 袁亚威 20172107 一个幻想者的乌托邦   鲁利锋

4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 王梦函 20162085 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郭健濂 井士剑 余旭红

5 绘画艺术学院 绘画 裘子杰 3160100046 现在进行时 任志忠 何红舟 王羽天 来源

6 绘画艺术学院 绘画 徐誉丹 3160100188 《物影随形》系列 王超 方利民 蔡枫

7 绘画艺术学院 绘画 林亚飞 3160100079 灵与肉  林晨曦 李文东 周小松

8 绘画艺术学院 绘画 郑兰雄 3160100272 《溯洄》系列  林晨曦 李文东 周小松

9 绘画艺术学院 绘画 陆江南 3160100035 重新被拾起的关系根 陈焰 黄庆 李振鹏 何立

10 绘画艺术学院 绘画 陈杨欢 3160100155 眠眠 陈焰 黄庆 李振鹏 何立

1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跨界雕塑 张思琪 3150100043 《银色身体–咀嚼》 金亚楠

2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公共艺术（纤维艺术） 罗诗琳 3160100068 《女孩要穿粉红色》 应歆珣、许嘉

3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公共艺术（纤维艺术） 陈炳盛 3160100157 《迷思》 应歆珣、许嘉

4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公共艺术（景观装置） 钟昊原 3160100328 《听说》 徐戈、张浩光

5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公共艺术（景观装置） 刘雅娴 3160100324 《休戚与共》 徐戈、张浩光

6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美术学（公共艺术研究与创
作）

姚佳宁 20172196 《无意识群体》系列 杨奇瑞、郑靖

2020届林风眠毕业创作奖铜奖获奖名单



1 跨媒体艺术学院 绘画（跨媒体艺术） 顾婷、庄蕾麦 3160100072、
3160100013

跑吧，兔子 牟森、马原驰

2 跨媒体艺术学院 绘画（跨媒体艺术） 罗凯心 3160100119 早餐 朱玺

3 跨媒体艺术学院 空间多媒体艺术研究
Delibasic
Milka

20162386 消失的身体 管怀宾

4 跨媒体艺术学院 数据感知与媒体艺术研究 李洪祥 20172379 空气中的子集3：归宿 姚大钧

1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王诗莹、朱心
纯、余梦婷

3160200124
3160200073
3160200134

不秘密流血 徐振庭

2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徐一鸣、林莹
、李昊旭

3160200091、
3160200201、
3160200016

在岛贩卖 赵晨音

3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邓文进、刘慧
琳、楼季涵

3160200355
3160200102
3160200358

我爱你，你听到了吗？ 徐振庭

4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葛烨、赵沐、

龚晨

3160200184、
3160200150、
3160200281

人情银行 李洁

5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马叶尔、王景
艺、张曦文

3160200160、
3160200120、
3160200083

电子遗产 李洁

6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梁琬莹、毕心
怡、邵安南

3160200119、
3160200100、
3160200117

回到未来 李洁

7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翁馨怡、陈子

恺
6180200029、
6180200009

生活太苦不如跳舞 王昕

8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张雨欣
操灵非

3160200123
3160200179

信仰迁徙 李洁

9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刘姿贝、孔琳
婧、沈勤博

6180200020、
6180200017、
6180200030

动动计划 王昕

10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林勉、郁蕾、
孔丽君、周兴

6180200006、
6180200004、
6180200004、
6180200012

食书 王昕

11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叶雨潇、王金

波
6180200011、
6180200023

显像 王昕



12 设计艺术学院 蒋晓双 20172204 情叙 毕学锋

13 设计艺术学院 服装设计 蔡兴航 3160200246 宇宙居民 安郁汐、王书莹、陶音

14 设计艺术学院 服装设计 李静怡 3160200149 我，集体 安郁汐、王书莹、陶音

15 设计艺术学院 服装设计 崔翔 3160200107 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梦 王书莹、安郁汐、陶音

16 设计艺术学院 服装设计 赖姝晔 3160200318 审美怪圈 王书莹、安郁汐、陶音

17 设计艺术学院 染织设计
魏琤琤、周欣
余、商海宁

3160200039、
3160200009、
3160200071

不夜之城 吴海燕、黄思文

18 设计艺术学院 染织设计
程堪蜀、顾晓

婧
3160200344、
3140200258

乡村梦境 吴海燕、黄思文

19 设计艺术学院 染织设计
柴雨薇、徐益

姗
3160200036、
3160200308

天光人影共徘徊 黄思文、吴海燕

20 设计艺术学院 染织设计 朱陈琰 3160200014 隐 黄思文、吴海燕

21 设计艺术学院 染织设计 夏欣露 20172214 紫境 吴海燕、陶音

22 设计艺术学院 染织设计 李婷婷 20172219 锦之格律 姜图图

23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刘静 3160200155 礼·筝 周东红

24 设计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赵珂巍 3160200157 啊噗噻口 UPCYCLE 陈旻

25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陈辰 3160200242 永恒的回归 马骏

26 设计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谭嘉辉 许耀星
3160200294
3160200331

冥想坐具 高凤麟

27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蔡红霞、刘玥

洋
3160200178
3160200067

FLOW 卫巍

28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工业设计
李丁 吴双  李

修婷

3160200190、
3160200243、
3160200271

Heal A 周波、傅吉清

29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李雪晨 3160200154 破束-医疗艺术自由式 包天钦

30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区晋菖 3160200143 For Foam,Foam For 张雷、卢靖毅

31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单彤、李想、

许霖露

3160200099、
3160200251、
31600042

DREAMO 心愿可视化产品 王菲

32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林江南、郑越
3160200012、
3160200301

月亮灯 徐望霓、张子翰

33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李嘉伟 6181201215 G-cook 游戏式烹饪组合套装 章俊杰



34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专升本 毛盈盈  梁莉
6181201204、
6181201230

上肢残疾患者外骨骼设计 周波 傅吉清

35 设计艺术学院 综合设计
何家文、宋建
军、温嘉韵

3160200103、
3160200158、
3160200183

《隔合》 章之珺、于朕

36 设计艺术学院 综合设计
萧金哲、张文
嘉、赵毅铖

3160200059、
3160200114、
3160200114

 无限分之一——科幻世界观架构
研究

于朕、章之珺

37 设计艺术学院 综合设计
高一鸣、李董
明惠、何林

3160200277、
3160200240、
3160200078

 空巢青年Empty Nest Youth 章之珺、于朕

38 设计艺术学院 会展设计
方珊珊、周紫
薇、计奕乐

3160200334、
3160200142、
3160200008

平行世界
——山海经情境叙事实验

邱海平、郭锦涌

39 设计艺术学院 综合设计
陈菲娜、何宇
彤、雷迎

3160200138、
3160200092、
3160200280

 盒中世界BOX 章之珺、于朕

40 设计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王安忆、师孝

文
3160205252
3160205241

再生的欲望 陈晶、何振纪、何晓静

41 设计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赵之怡、陈柯

羽
3160205238、
3160205235

买菜去 陈晶、何振纪、何晓静

1 手工艺术学院 陶瓷设计 刘智贤 3160200295 《源石》系列 戴雨享

2 手工艺术学院 陶瓷设计 刘蕾 3160200273 《癣》系列 戴雨享

3 手工艺术学院 玻璃艺术设计 周小星 20162277 混元无相 李玉普

4 手工艺术学院 玻璃艺术设计 韩闻斐 3150200271 衔尾蛇 李文

5 手工艺术学院 玻璃艺术设计 章满玉 3160200147 绕 李玉普

6 手工艺术学院 饰品艺术设计 刘佳慧 3160200163 冠·亢金龙 汪正虹

7 手工艺术学院 饰品艺术设计 陈俊逸 3160200031 《妒忌之相》系列 段燕俪

8 手工艺术学院 漆艺术设计 王雨桐 3160200238 晦朔弦望 简锦斯

9 手工艺术学院 漆艺术设计 何明磊 3160200212 untitled 简锦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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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手工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工艺美术）专升本 乙嘉理 6183060211 烲土 戴雨享、娄生华

12 手工艺术学院 陶瓷设计 吕易洁 20172261 雾失楼台 吴光荣



13 手工艺术学院 玻璃艺术设计 张宝茹 20172269 疫迹 韩熙

衍生产品设计 许伟程 3160700033

衍生产品设计 李芃芃 3160700311

信息产品设计 杨海洲 3160700080

信息产品设计 吴苏立 3160700339

3 上海设计学院 衍生产品设计 李倩 3160700179 倾听视力 廖树林

衍生产品设计 陈浩澜 3160700207

衍生产品设计 魏鑫杰 3160700337

丁雨欣 3160700331

王靓 3160700168

6 上海设计学院 信息产品设计 洪璇 3160700056 一张 徐治国

郑淑婷 3160700202

杨淑姗 3160700071

齐汶 3160700048

黄鑫灵 3160700078

9 上海设计学院 艺术服装设计 钱书朗 3160700111 《歌剧魅影》 何元跃

10 上海设计学院 艺术服装设计 连欣雨 3160700342 TENSION 莫宇

11 上海设计学院 商业服装设计 王舒悦 3150700339 城 向逸

12 上海设计学院 商业服装设计 张菁 3160700213 茧缚 莫宇

13 上海设计学院 商业服装设计 许馨予 3160700314 山峦本无序 莫宇

14 上海设计学院 商业服装设计 韩林倩 3160700085 生息BREATHE 谢冬梅

方波 3160700183

周志远 3160700108

龚勤 3160700012

许沛丽 3160700297

钟嫣语 3160700281

黄雅羚 3160700040

石梦豪 3160700221

张璐 3160700373

廖树林

4 上海设计学院 《十有闲》 廖树林

段卫斌、章文

2 上海设计学院 YUN

1 上海设计学院 Pensieve

7 上海设计学院 时尚产品设计 存在 徐治国

5 上海设计学院 信息产品设计 芥子须弥 王惠

15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建筑环境设计）
《空间秩序——益江广场空间更

新》
李辉

8 上海设计学院 衍生产品设计 童·伴 徐治国

17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建筑环境设计）
《续·序——张江高科公交场站

改造》
李辉

16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建筑环境设计） 《安》 李辉

18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建筑环境设计） 《格味——小黑街空间改造》 李辉



许子琛 3160700313

薛园 3160700148

刘恒源 3160700233

高雨晨 3160700133

李婉宁 3160700084

马婷 3160700117

何艳芳 3160700190

杨莺莺 3160700068

欧阳文倩 3160700143

潘婕 3160700174

彭隆 3160700129

关茂维 3160700176

王艺凝 3150700212

黄宇丰 3160700037

余敏文 3160700165

江绍芬 3160700134

陆程威 3160700081

潘康 3160700260

孙欣怡 3160700334

孙慧婷 3160700358

陈婷玉 3160700173

赵思佳 3160700218

28 上海设计学院 公共艺术（城市空间造型） 汤晴 3160700263 如果弹簧床坏了的话 夏晶

数字出版 林思含 3160700146

数字媒体 卢慧兰 3160700073

数字出版 车艺文 3160700020

数字出版 陈麒 3160700045

数字出版 李漪思 3160700113

数字出版 朱亭屹 3160700025

32 上海设计学院 数字出版 王亚捷 3160700019 《Z-zone》 / 中文：《Z空间》 程斌、陈天翼

19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都市景观设计）
游园—长风6A公共绿地工业主题

公园设计
褚军刚

21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都市景观设计） 弹性空间 褚军刚

20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都市景观设计）
‘网’‘恋’——连民村景观设

计
褚军刚

23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室内设计）
《情节再造——上海美术电影制

片厂改造》
周益竹

22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室内设计） 智集新型学习空间 周益竹

25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城市空间艺术设

计）
《向上吧！少年》 许月兰

24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室内设计）
“恋爱基地”—杨树浦路旧船厂

仓库改造
赵晓路

27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城市空间艺术设

计）
《云于一隅》 许月兰

26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城市空间艺术设

计）
《大象无形》 许月兰

程斌、陈天翼

31 上海设计学院
《THE IGNORER》/中文：《无法

忽视》

30 上海设计学院 《纳斯索斯的自白》

29 上海设计学院 生如夏花 程斌、陈天翼

程斌、陈天翼



视觉传达设计 倪鑫 3160700216

视觉传达设计 谢健敏 3160700306

视觉传达设计 段静瑜 3160700196

视觉传达设计 何颖聪 3160700271

35 上海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张亿宁 3160700152 《字密》 胡晓琛、陈天翼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展演设
计）

黄浩东 3160700365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展演设
计）

麦凌豪 3160700178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展演设
计）

周铭 3160700324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展演设
计）

李少阳 3160700254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展演设
计）

张述轩 3160700288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展演设
计）

诸雨沐 3160700274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展演设
计）

黄乔丹 3160700335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展演设
计）

陈裕均 3160700344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展演设
计）

陈鑫 3160700162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展演设
计）

赵堃瑾 3160700255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展演设
计）

陈恺凌 3160700206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展演设
计）

杜宛阳 3160700039

游戏艺术设计 池之恒 3160700082

游戏艺术设计 杨冠男 3160700027

游戏艺术设计 王恺 3160700010

游戏艺术设计 曾宪发 3160700341

游戏艺术设计 林芷帆 3160700065

智能界面设计 万逸阳 3160700300

智能界面设计 黄丽榕 3160700205

智能界面设计 杨长成 3160700053

智能界面设计 徐理青 3160700017

智能界面设计 曹议澜 3160700201

智能界面设计 温辉 3160700294

智能界面设计 吴舒艳 3160700284

34 上海设计学院 《伤疤-像河流一样》 胡晓琛、陈天翼

33 上海设计学院 《地主》 胡晓琛、陈天翼

於阗、姚铿

38 上海设计学院 《闻天》 於阗、姚铿

於阗、姚铿

37 上海设计学院 《碑林》

36 上海设计学院 《水球2.0》

郭磊 郭奇

41 上海设计学院 《寻踪》

40 上海设计学院 漫画先生

39 上海设计学院 《Sardine_》 於阗、姚铿

吴小华、 孔莉莉44 上海设计学院
不可见世界——交互式亲子装置

设计

43 上海设计学院
信息茧房——基于算法推送下信
息窄化的思辨设计交互装置

吴小华、 孔莉莉

郭磊、郭奇

42 上海设计学院
被禁锢的世界——反动物表演交

互影像装置
吴小华、 孔莉莉



1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艺术鉴藏 金戈 20172283 中西壁画工艺结合实践 何士扬、沈浩、毛建波

2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艺术鉴藏 吕梦静 20172282
安徽丛林寺明代壁画鉴赏与保护-

文人庭院小品创作
何士扬、沈浩、毛建波

3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美术教育理论与中国画人物创

作研究
吴石冷 20172274 《色达·朝圣路上》 黄骏

4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美术学（艺术管理） 周颖 20172280
品牌推广--TiTan GeGe的陪伴计

划
单增、Wolfgang knapp

5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艺术学  ORGUN  DERYA 2016289 《回望--无限的痛苦》 李梅

6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公共美术教育专升

本

陈应松
何静
张榕倩

6180303347
6180303348

中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媒介与造型
表现课程研究

李桐

7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公共美术教育专升本 郑吉慧
宋舒龙

6180303355
6180303322

观·止 檀梓栋

8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公共美术教育专升本 戴逸如
徐沁斐

6180303346
6180303343

《逍遥悠》 马旭东

9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公共美术教育专升本 毛雪婷 6180303359
扳谈——基于个人行动的“社区

感”营建
陈子劲

10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公共美术教育专升本
邹德馨
陈永昕
周忆

6180303320
中小学美术写生与观察法课程研

究——以传统中国画为例
李彤

11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 方诗楠 3160100275 观 陈宏庆、王犁

12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公共美术教育专升本 曹颖 6180303342 诗经植物绘 刘丹

13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美术学（艺术鉴藏） 黄冉 3160100009 凭几造型研究与活化 何士扬 李爱红

14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艺术管理
彭吉玉
程百惠

3160100309
3160100220

灵境生成馆（匣境—数字化公共
雕塑）

单增

15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美术学（艺术鉴藏） 刘磊 3160100305 陶俑修复 吕启昭

16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美术学（公共美术教育） 郭李彥茹 6180303304 《留•寄》 李勇

17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网络美育 赛本源 3140100064 遇 曾晓嵛

1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插画与漫画 陈恒洁 3160400180 《爱伦坡诗集》 夏克梁

2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插画与漫画 易纾洁 3160400095 《云南十八怪》 夏克梁

3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插画与漫画 林雨涵 3160400019 《万物共生》 夏克梁

4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插画与漫画 陆彦君 3160400097 《看见》 金幸佳

5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动画
姚洁玉、商珊
、管艺霏

3160400137、
3160400105、
3160400063

《一个故事》 杨迈、余本庆、唐红平



6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动画
刘艺璇、金澧
来、申乐怡

3160400211、
3160400115、
3160400192

《强度测试》 杨迈、余本庆、唐红平

7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动画
顾翩翩、陈艺
丹、孙蕾

3160400172、
3160400059、
3160400036

《护身符》 杨迈、余本庆、唐红平

8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动画 赵怡 3160400202 《再见，再见》 乔晶晶

9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动画 骆杏如 3160400008 《搬家》 黄大为

10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动画
李泽昊、刘家

栋
3160400024、
3160400017

《海马》 李佳佳

11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动画专升本
朱唯傲、仇朝

樾
6180401116、
6180401103

《爸，我回来了》 翁劼

12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动画专升本
曹泽亮、沈婷
芸、王荣荣、

蔡磊

6180401115、
6180401105
6180401101、
6180401120

《孤鸦》 金石

13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摄影艺术 金荪汶 3150400056 《理想国》 矫健

14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摄影艺术 黄野 3160400204 《更迭换境》 赵莉

15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摄影艺术 罗爱微 3160400171 《结痂》 赵莉

16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游戏设计
艺术

黄嘉豪、钱一
丹、叶淑芬、

余瞻

3160400082、
3160400061、
3160400068、
3160400144

《食旅山海》 崔晨旸、帖志超、周伟、梁超

17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游戏设计
艺术

陈梦婧、韦佳
、郑惠文

3160400043、
3160400092、
3160400046

《Mermaid》 崔晨旸、帖志超、周伟、梁超

18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游戏设计
艺术

黄乐华、戚嘉
滢、金鑫、胡
可心、赵芸茜

3160400069、
3160400049、
3160400038、
3160400123、
3160400160

《Cellular Immunity》 崔晨旸、帖志超、周伟、梁超

19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数字交互
艺术

周仲玉、王若
宁

3160400170、
3160400057

《WORM SACRIFICE》 宣学君

20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数字交互
艺术

林镇、余秋慧
3160400079、
3160400190

《洞见》 宣学君



21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影视编导)
董梦唯、瞿子
博、马安琪

3160400103、
3160400125、
3160400207

《暖光》 陈雨

22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影视编导)
王易人、何秋

霖
3160400124、
3160400194

《相佯》 祝海贝

23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影视编导) 徐誉容 3160400175 《风水宝地》 祝海贝

24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广告) 吴笛 3160400009 《Nespresso胶囊咖啡》 龚廷希

25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广告) 姚小月 3160400133 《枣树·乐园》 杨晨曦

26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制作(戏剧影视美术) 何东格 3160400013 《幽溟》 姬鹏

27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制作(戏剧影视美术) 梁剑珊 3160400193 《末日救赎》 赵大千

28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制作(影视摄影与制
作)

郑炎 3160400151 《晚冬将明》 杨涛

29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制作(影视摄影与制
作)

单显迪 3160400136 《RECONNECTING》 杨树

30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制作(影视摄影与制
作)

李绍鑫 3160400213 《风吹鸡蛋壳》 杨树

31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录音艺术 俞梦莎 3160403511 《盒》 陈申

1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建筑艺术） 董媛媛 3150501004
时间停滞的佛城-纪念性建筑设计

中的反记忆与2.5维观法
戚山山

2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建筑艺术） 郑熙融 3150501011 古越书楼 王灏

3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建筑艺术） 李秋宛 3150501033
山·耕——城市生产性山地公园

设计
鲁伟

4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建筑艺术） 潘硕 3150501035
映射无形-基于电影建筑学和建筑

类型学的建筑营造
戚山山

5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建筑艺术） 王韵淏 3150501020 环环相扣 刘畅

6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建筑艺术） 陈律 3150501041
行动办公室，基于行动模式设计

的办公室
阮昊

7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城市设计） 邓伯康 3150501067
创象限-架构基于群体创新的未来

社区
詹欣

8 建筑艺术学院 风景园林（景观设计）
张玮轩、樊宇
、周立邦

3160502057、
3160502018、
3160502008

叠合公园 袁柳军

9 建筑艺术学院 风景园林（景观设计） 才智、叶俊宏
3160502009、
3160502045

巷弄中的“桥园” 曾颖

10 建筑艺术学院 风景园林（景观设计）
陈楚楚、张美

林
3160502036、
3160502028

径香·香境——吴山元宝心汲香
园

邵健



11 建筑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环境艺术）
方文晨、陈川

扬
3160502031 、
3160502041

残器修复亦是涅槃 李凯生、方润武、王明皓

12 建筑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环境艺术）
勾奕涵、江金

锜
3160502013
3160502040

栖丘饮谷 孙科峰、金伟雄

13 建筑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环境艺术） 罗小云 3160502025 井树院——吴山脚下的社区中心 康胤、陈涛

14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建筑艺术） 张纯 3150501025
谒谛三昧-基于类型学与都市肌理

的纪念物建筑营造
戚山山

15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建筑艺术） 夏凡 3150501023
食物塔林公园——封闭式高层小

区改造
鲁伟

16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建筑艺术） 方千卉 3150501003 反立面的建筑 黄明健、邱佳羽

17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建筑艺术） 陈丽萍 3150501036 林中坐阁 刘畅

18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城市设计） 林文建 3150501070
我在后市街做了个茶市居的城市

设计
赵德利

1
文创设计制造业协同创新

中心
健康智慧家居 刘一桥 20172415

《分体式集成灶与云集成系统设
计》

胡惠君，吴屹，严增新

2
文创设计制造业协同创新

中心
自主品牌实验 张卉 20172249 《再生长-彝纹秘境》 吴碧波、宋建明

1 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 视觉思想与绘画诗学 林雨之 20172137 生伸不息 孙周兴 余旭鸿 孙善春

1 专业基础教学部 美术学 李泽南 20172341
《隐学岭的树》《观鱼图系列三

》 《他在看什么？》
曹晓阳

2 专业基础教学部 美术学 郑文思 20172344
《毛泽东诗词组件》《木心的诗

》《渭水黄山联》
金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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