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新媒体动画系

组

别
答辩教师（职称) 答辩时间

答辩地

点
参加答辩学生名单

答辩

人数

1

李科明 工艺美术师

郑迪 讲师

许鑫 讲师

记录：洪亮

2018 年 5 月 14 日

12:30--20:30
A220

1130415 李卿仁

2014 级数

字影视艺

术 1班

毛萍钰、刘旭

27

11403046 刘蓉蓉 毛萍钰、刘旭

11403084 刘超 毛萍钰、刘旭

11403095 张吉 毛萍钰、刘旭

11403103 马新欣 毛萍钰、刘旭

11403150 徐佳宁 毛萍钰、刘旭

11403161 王静 毛萍钰、刘旭

11403172 宛星君 毛萍钰、刘旭

11403181 张健 毛萍钰、刘旭

11403220 郑好男 毛萍钰、刘旭

11403223 陈曦 毛萍钰、刘旭

11403227 宋景钰 毛萍钰、刘旭

11403231 周爽贤 毛萍钰、刘旭

11403412 施力豪 毛萍钰、刘旭

11403450 丁慧颖 毛萍钰、刘旭

11403509 刘传鑫 王瑞东、赵日超

11403547 周瑞珊 王瑞东、赵日超

11403568 姜文博 王瑞东、赵日超

11403695 梁载承 王瑞东、赵日超

11403722 刘肖 王瑞东、赵日超

11403794 王丽 王瑞东、赵日超

11403808 张墨菡 王瑞东、赵日超

11403820 司雯 王瑞东、赵日超

11403821 晋潮 王瑞东、赵日超

11403835 李昊 王瑞东、赵日超

1130537 丁月涵 王瑞东、赵日超

11403857 周佳伟 王瑞东、赵日超

说明：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答辩小组数和确定答辩小组计划表中的组别数以及每组别的答

辩人数。

注：11403794 王丽，韩国留学，采取视频答辩；1130537 丁月涵为重修毕业创作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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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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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答辩教师（职称) 答辩时间

答辩地

点
参加答辩学生名单

答辩

人数

1

李科明 工艺美术师

郑迪 讲师

许鑫 讲师

记录：郭磊

2018 年 5 月 15 日

12:30--20:30
A220

11403025 赵子静

2014

级数

字影

视艺

术 2

班

孙立、郭磊

32

11403029 汪洋子帆 孙立、郭磊

11403049 马小柏 孙立、郭磊

11403052 王岩石 孙立、郭磊

11403060 张舒荣 孙立、郭磊

11403078 李林格 孙立、郭磊

11403110 徐千乔 孙立、郭磊

11403164 武佳雯 孙立、郭磊

11403166 杨梓墨 孙立、郭磊

11403170 张绮羽 孙立、郭磊

11403171 梁诗清 孙立、郭磊

11403188 陈雪晗 孙立、郭磊

11403193 于恩文 孙立、郭磊

11403244 华起萱 孙立、郭磊

11403292 胡予慧 孙立、郭磊

11403322 苏一璋 孙玉明、陈宪兵

11403348 梁嘉丽 孙玉明、陈宪兵

11403357 朱雪明 孙玉明、陈宪兵

11403411 刘冰玉 孙玉明、陈宪兵

11403426 宋兆祥 孙玉明、陈宪兵

11403490 王鑫 孙玉明、陈宪兵

11403528 吴雨欣 孙玉明、陈宪兵

11403546 回敬然 孙玉明、陈宪兵

11403550 王艺陶 孙玉明、陈宪兵

11403602 尹逗逗 孙玉明、陈宪兵

11403652 宋林林 孙玉明、陈宪兵

11403661 苗盛源 孙玉明、陈宪兵

11403665 刘嘉豪 孙玉明、陈宪兵

11403666 任家旺 孙玉明、陈宪兵

11403799 黄谦 孙玉明、陈宪兵

11403833 熊静玉 王瑞东、赵日超

11403844 刘健 王瑞东、赵日超

说明：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答辩小组数和确定答辩小组计划表中的组别数以及每组别的答

辩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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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新媒体动画系

组

别
答辩教师（职称) 答辩时间

答辩

地点
参加答辩学生名单

答辩

人数

赵娇娇 讲师

关晓轩 讲师

孟涵 讲师

记录：刘旭

2018年 5月 15日

12:30--20:30
A206

11403003 王海垚

2014 级

数字影

视艺术3

班

王伟生、李金穗

24

11403047 佟玲 王伟生、李金穗

11403118 岳家夷 王伟生、李金穗

11403121 孟雪 王伟生、李金穗

11403124 肖然 王伟生、李金穗

11403126 尹堃 王伟生、李金穗

11403203 李晶 王伟生、李金穗

11403221 吴越 王伟生、李金穗

11403242 曾繁星 王伟生、李金穗

11403246 顾景然 王伟生、李金穗

11403269 朱嘉进 王伟生、李金穗

11403400 曾凯 王伟生、李金穗

11403427 史雯瑞 王伟生、李金穗

11403494 刘丽娜 王伟生、李金穗

11403496 王瑞 王伟生、李金穗

11403536 王敬萱 李科明

11403553 孙楚越 李科明

11403571 刘昱彤 李科明

11403575 笈丽娜 李科明

11403577 胡小凡 李科明

11403811 虎小燕 李科明

11403813 薛冬卉 李科明

11403819 刘筱妤 李科明

11403843 闫姝玥 李科明

说明：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答辩小组数和确定答辩小组计划表中的组别数以及每组别的答

辩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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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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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1

李科明 工艺美术师

郑迪 讲师

许鑫 讲师

记录：赵日超

2018年 5月 16日

12:30--20:30
A220

1130202 徐梦歆

2014 级

数字影

视艺术4

班

孙玉明、洪亮

27

1130580 马欣颖 孙玉明、洪亮

11403027 张藤 孙玉明、洪亮

11403063 田媛 孙玉明、洪亮

11403803 孙佳敏 孙玉明、洪亮

11403132 姜嘉智 孙玉明、洪亮

11403138 邱天禹 孙玉明、洪亮

11403145 刘津宁 孙玉明、洪亮

11403801 徐帅 孙玉明、洪亮

11403199 刘依琳 孙玉明、洪亮

11403276 洪妙吉 孙玉明、洪亮

11403335 韦林青 孙玉明、洪亮

11403360 黄良辉 孙玉明、洪亮

11403394 马梦诗 董晓黎

11403405 刘旭君 董晓黎

11403454 刘晓锋 董晓黎

11403552 黄程程 董晓黎

11403554 徐礼谦 董晓黎

11403555 吕思辰 董晓黎

11403576 孙诗涵 董晓黎

11403603 孙琦 董晓黎

11403670 刘思凝 董晓黎

11403682 王森 陈红

11403772 顾文军 陈红

11403192 史任平 陈红

11403075 何昕晏 陈红

11403831 余际川 陈红

说明：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答辩小组数和确定答辩小组计划表中的组别数以及每组别的答

辩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