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项 数量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杨进源 吴妍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号：20163403970 学号：20173404417

杜斯凡 彭丽萍 王莉爽

艺术系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会计学院

学号：20163402977 学号：20163406801 学号：20163402123

杨文莉  岳子涵 刘森杰 余梦琼 万钰新

   文化传播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 经济学院

学号：20173403833
学号：20163405864
学号：20163405194
学号：20173407467

学号：20163407319

王晓娜 王鑫泽 班孝贤 曹宇航 朱燚然

文化传播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学号： 20173405783 
学号：20173405797
学号：20173405789
学号：20173405786

学号：20183403099

赵泽昊 李立人 王一凡

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号：20183406886 学号：20183406448 学号：20183202746

苏海钰

文化传播学院

学号：20163407041

潘珂欣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学号：20183406157 

纪录片

《共饮》 陈志垠微电影

陈志垠

2019年（第四届）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获奖作品
作者姓名及所在院系

黎锦——中国棉纺织史上的活化石

望岳

“龙女”服饰设计
宋双华
李怀强

计算机图形设计

移动应用开发 基于安卓的坠落侦测APP
刘洋

史晓东

9
一
等
奖

李怀强微课-汉语言文学

汴梁的故事 张琳纪录片

陈志垠纪录片

巾帼多传奇 殷商有妇好



朱佩彤

金融学院

学号：20163405423

柴宇佳 王慧婷

统计学院 统计学院

学号：20183401564 学号：20183401569

徐谊友 任书玉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号：20163404036 学号：20163404622

郭杨 潘杰 勾文泽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民商经济法学院

学号：20173404183 学号：20183401025 学号：20183402251

张明然 李慧源 马瑜苛

法学院 法学院 法学院

学号：20183402032 学号：20183406782 学号：20183402150

吴熙 樊娇 尚瑞雪

会计学院 会计学院 会计学院

学号：20173400302 学号：20173700322 学号：20173400269

李艺璇 赵琳琳 李思佳  兰天歌

会计学院 会计学院 会计学院

学号：20173400213 学号：20173400346
学号：20173400991
学号：20173405720

安晨昕 曹茜施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学号：20183406741 学号：20183400445

李静雯 蔡青芝 祁小薇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纪录片 影韵千秋 李怀强

纪录片 朱仙镇木板年画 李怀强

微课-汉语言文学

14
二
等
奖

醉美春景--随乐天游西湖 李怀强

荒诞 刘钟涛

中华传统姓氏文化 李怀强

微课-汉语言文学

Web应用与开发 Campus Mate 李怀强

遗风禹泽 烛照古今 卢植衡

计算机图形设计 幸运的52HZ 李怀强

动画

纪录片

9
一
等
奖

你了解你的大脑吗？ 李怀强
微课-中、小学数
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学号：20183401370 学号：20183401409 学号：20183401960

刘茹梦 贺苗 王菲

会计学院 会计学院 会计学院

学号：20173400029 学号：20173400053 学号：20173400052

王伟崇 万婉 史鹏怡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税务学院

学号：20183400235 学号：20183401232 学号：20183401223

王晓菲 刘琰雯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税务学院

学号：20183401299 学号：20183401229

王佳媛 田振国

会计学院 会计学院

学号：20173400081 学号：20173401837

程林琳

会计学院

学号：20163406408 

李梦瑶 马萌 刘书杰

会计学院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学号：20173400028 学号：20173406512 学号：20173400947

杨子彺 张孟珂 马远辛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学号：20183403772 学号：20183403756 学号：20183403783

刘一萱

金融学院

学号：20183402658

付歌 王会影

法学院 法学院

18

DV影片

刘钟涛计算机图形设计

微课-中、小学数
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微课-汉语言文学

微课-汉语言文学 凉州词 陈莉

微课-汉语言文学

14
二
等
奖

三
等
奖

微课-汉语言文学

荆宜青
微课-中、小学数
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遨游数学星空 学习勾股定理》 刘明利
微课-中、小学数
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勾股定理

管理信息系统 学生社团成员信息管理系统 李怀强

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 刘钟涛

应是绿肥红瘦--赏析《如梦令--昨
夜疏风骤

李怀强

小学数学认识周长 刘明利

罗盘与爱 荆宜青

一幢屋宇，一抹情怀

中华传统姓氏文化 李怀强



学号：20183402142 学号：20183402197

周沛萱 周慧绮

统计学院 统计学院

学号：20183404822 学号：20183404807

程诗雨 王乙如

法学院 法学院

学号：20183406724 学号：20183406617

吴云蒙 段长有 张帅

工程与房地产学院 工程与房地产学院 工程与房地产学院

学号：20163400463 学号：20163402552 学号：20163400332

张芙蓉 徐艳飞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税务学院

学号：20163400072 学号：20163400039

吴春爽 吕婉婷 张舒婷

法学院 法学院 法学院

学号：20183402222 学号：20183406421 学号：20183402195

薛茜 宋瑞红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学号：20173402641 学号：20173401735

王一菲 化月莹 李心玉

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

学号：20173406006 学号：20173406004 学号：20173406002

赵佳钦 单宝银

外语学院 外语学院

学号：20183406352 学号：20183401704

18

数字短片

礼服之美--中国红

计算机图形设计 中国建筑智慧之榫卯 卢植衡

刘钟涛

织出华夏 卢植衡

《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 刘钟涛

品味唐诗宋词 李怀强

计算机图形设计

大数据设计方案

计算机图形设计

数字短片

纪录片

交互媒体设计

李怀强三
等
奖

微课-汉语言文学

京剧，一曲经年 李怀强

浅谈词人李清照

刘钟涛

用数据拨开交通的迷雾 杨红果

一幢屋宇，一抹情怀



张鑫鑫 韩笑笑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经济法学院

学号：20173402399 学号：20173402236

魏雨霏 王心悦 王瑞璟

会计学院 会计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学号：20183406675 学号：20183406947 学号：20163405828

陈淑珂

外语学院

学号：20183401700

张景沂 张志浩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学号：20183401679 学号：20183401681

李丽娟

会计学院

学号：20173400737

武怡 张坤

工程与房地产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学号：20183406726 学号：20183401356

王嘉蔓 刘伊佳 姚添宝

统计学院 统计学院 统计学院

学号： 20173404390 学号：20173404377 学号： 20173503591

李潇涵 廖欣昱

金融学院 金融学院

学号：20173400490 学号：20173402413

陈志垠 李怀强

文化传播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工号：20101077 工号：20101857

李怀强

李怀强

18

微课-汉语言文学

微课-汉语言文学

一步一瓢酒 千里悦千山

诸葛孔明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李怀强

《易安居士--李清照》 李怀强

微课-汉语言文学
李清照《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

》
王峰

用Exccl进行筛选之--高级筛选 王峰
微课-计算机基础

与应用

渭城一别千年叹 李怀强

《中华吟诵》 李怀强微课-汉语言文学

三
等
奖

微课-汉语言文学

微课-汉语言文学

微课-汉语言文学

优秀指导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