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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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画人物 王鹏 20172003 木石有情   尉晓榕

2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人物 赵希夷 20172006 初操纵的木偶 王赞

3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中国画山水 李杨 20172022 青城幽涧 张捷

4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 郑力胜 20172041 楷书《羽猎赋》 沈浩、方波、戴家妙

5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学 袁梦迪 20172374 自画像 封治国 邬大勇 常青 崔晓冬

6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 张耀文 20172080 琳琅   蒋梁 杨参军 赵军

7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学 高哲 20172105 午夜故事系列   孔国桥 于洪 周崇涨

8 绘画艺术学院 绘画 谢声富 3160100254 《逝者独行》系列 冯绪民

2020届林风眠毕业创作奖金奖获奖名单

9 绘画艺术学院 美术 单飞达 20162110 大围涂   张敏杰

10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纤维艺术 郭耀先 20161014 《熵》、《天书》、《万象》 施慧

11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雕塑 章献 20172179  《情报屏幕》、《在光亮中》 班陵生

12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公共空间艺术 刘元捷 20141019 《藏民系列》 杨奇瑞

13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公共空间艺术

黄子凌、李子尧、沈
圆圆、应茵、吴周皓
玥、李佳逸、甄伟康
、叶思朗、张文权、
胡宇梦、林业璘、陈

芷豪

3160100077、
3160100086、
3160100018、
3160100114、
3160100031、
3160100202、
3160100134、
3160100183、
3160100323、
3160100253、
3160100204、

20172197

《未知∙维度》 郑靖

14 跨媒体艺术学院 绘画（跨媒体艺术） 欧阳浩铭 3160100247 斯拉夫计划：失落视域 牟森、马原驰



15 跨媒体艺术学院 绘画（跨媒体艺术） 蒋奔 3160100240 二零一九 朱玺

16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谭文瀚、李立恒、
Arian Norton

3160200289、
3160200202、
3160200365

剩宴计划 赵晨音

17 设计艺术学院 服装设计 诹访部佳惠 3160200364 黑 安郁汐、王书莹、陶音

18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邱泽森、许伟松、章

华清

3160200359、
3160200221 、
3160200097

“自在极愈”-新式偏瘫康复系
统

章俊杰

19 设计艺术学院 综合设计 姜天博、倪盛雪
3160200227、
3160200266

千°骨 于朕、章之珺

20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文皓宇 20162209 嘉年华·速成时代 毕学锋、郑朝

21 手工艺术学院 陶瓷设计 苏志坚 20172256 异曲系列 周武、刘正、张清渊

22 手工艺术学院 陶瓷设计 李静雯 3160200203 定风波·无晴雨 戴雨享

23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影视编导) 王幸婕 3150400204 《一份宝石的纪念》 陈雨23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影视编导) 王幸婕 3150400204 《一份宝石的纪念》 陈雨

24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动画 唐瑞鸿 3160400148 《夏夏》 李佳佳

25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游戏设计

艺术
杨烨、姜睿、吴凯程

、何山

3160400016、
3160400120、
3160400216、
3160400021

《QLIPHOTH时之序章》
崔晨旸、帖志超、周伟、梁

超

26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插画 华张懿 20172398 《牡丹亭》 刘正、王剑武

27 建筑艺术学院 设计学 SHANSHAN QI（美
国）

20161061 安之若宿·山 王澍

28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建筑艺术） 马畅 3150501017 亭山纳骨堂 王灏

29 建筑艺术学院 建筑学（建筑艺术） 丁翔宇 3150501008 街道补丁 界面公园 阮昊

30 建筑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环境艺术） 李阳、林柏劭
3160502056 、
3160502039

市缝艺坊 李凯生、方润武、王明皓

31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艺术鉴藏 宁勤波 20172281 卷轴画修复实践 何士扬、沈浩、毛建波

32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
徐舒霞
吴凯莉

6180303349
3160100136

美育视野下的社会实践与采风
课程

李彤

33 专业基础教学部
中国传统书画造型基础与

语言研究
张淳澈 20172345 林荫呦鸣 张铨



34 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
空间设计与叙事工程、视

觉中国创意媒体
信阁、周洁、吴冰

20172141、
20172140、
20172143

致勇气 牟森

35 上海设计学院
时尚产品设计、衍生产品

设计
李菲、王雪羽

3160700044、
3160700011

蒙尘 段卫斌、章文

36 上海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都市景观设

计）
姚嘉琪、谭庄幸

3160700222、
3160700235

古道有遗 褚军刚

37 上海设计学院
游戏艺术设计、智能界面
、游戏艺术设计、游戏艺

术设计

沈心诣、杨一之、李
荟、尤煜辉

3160700166、
3160700121、
3160700077、
3160700153

楼宇之上 郭磊、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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