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影视动画系（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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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楠 副教授

刘香渔 讲师

徐友琴 讲师

记录：陶磊

2018年 5月 14日

8:30--16:30
A208

11403019 刘爽

2014 级

二维动

画 1 班

陈红

24

11403134 高岑 陈红

11403182 杜美怡 陈红

11403190 宋昊泽 陈红

11403204 齐天宇 陈红

11403208 宫铭语 许鑫

11403224 周逸楠 许鑫

11403301 缪晨涛 许鑫

11403351 孟伊佳 许鑫

11403355 李凤梧 许鑫

11403356 张君发 许鑫

11403395 石韵琪 许鑫

11403416 赵梵 许鑫

11403466 彭心雨 许鑫

11403511 耿婷婷 许鑫

11403548 初云峰 桑松

11403624 陈淑娜 桑松

11403674 潘晓蕾 桑松

11403692 宋宇航 桑松

11403744 陈砚卿 桑松

11403769 丁品瑒 桑松

11403815 郭宝剑 桑松

11403829 梁诗雨 桑松

11403854 郭永新 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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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影视动画系（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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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张健 讲师

刘香渔 讲师

徐友琴 讲师

记录：安冉

2018年 5月 16日

8:30--16:30
A208

11403010 赵嘉慧

2014

级二

维动

画 2

班

霍春复

34

11403017 胡鑫宇 霍春复

11403030 张子阳 霍春复

11403031 李俊杰 霍春复

11403064 王浩宇 霍春复

11403098 李佳琦 霍春复

11403136 柴思路 霍春复

11403198 崔琦爽 霍春复

11403214 赵玉爽 霍春复

11403218 李卓昕 霍春复

11403287 吴迪 于嵩、王旭东

11403296 沈熠炜 于嵩、王旭东

11403305 刘振宇 于嵩、王旭东

11403333 覃圣轩 于嵩、王旭东

11403372 唐炜 于嵩、王旭东

11403378 杨勇 于嵩、王旭东

11403392 杨晓斌 于嵩、王旭东

11403465 辛华强 于嵩、王旭东

11403493 帅笑将 于嵩、王旭东

11403495 段梦圆 于嵩、王旭东

11403498 李美萱 于嵩、王旭东

11403520 王一达 于嵩、王旭东

11403543 吴子捷 于嵩、王旭东

11403565 曹郑轶凡 于嵩、王旭东

11403586 王钢 李欧

11403632 田玉珠 李欧

11403675 丁一 李欧

11403684 于振帅 李欧

11403752 冯子芸 李欧

11403768 莫远杰 李欧

11403789 李建克 李欧

11403798 张子研 李欧

11403802 董润良 李欧

11403850 李畅 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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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影视动画系（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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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王楠 副教授（上午）

张健 讲师（下午）

刘香渔 讲师

徐友琴 讲师

记录：刘香润

2018年 5月 17日

8:30--16:30
A208

11403006 张洪琨

2014 级

二维动

画 3班

王煦

32

11403074 纪智 王煦

11403442 赵光灵 王煦

11403089 于浩 王煦

11403108 修彤彤 王煦

11403117 王家伟 王煦

11403120 陈荣 王煦

11403133 金忠实 王煦

11403773 刘姚鑫 王煦

11403234 王程宇 王煦

11403238 陈芊燃 王守云、徐友琴

11403278 李舒翔 王守云、徐友琴

11403341 丁彤 王守云、徐友琴

11403346 莫俊生 王守云、徐友琴

11403401 杜娇 王守云、徐友琴

11403431 段帆帆 王守云、徐友琴

11403080 曹日 王守云、徐友琴

11403457 李仁军 王守云、徐友琴

11403488 李嘉辉 王守云、徐友琴

11403489 霍晓丹 王守云、徐友琴

11403492 王馨悦 王守云、徐友琴

11403513 赵家舶 李凤颖、张健

11403629 陈金裕 李凤颖、张健

11403668 姜含锦 李凤颖、张健

11403681 洪宁 李凤颖、张健

11403711 何婷立 李凤颖、张健

11403720 谢阳芳 李凤颖、张健

11403748 熊哲韬 李凤颖、张健

11403755 赖楚妍 李凤颖、张健

11403215 王淼 李凤颖、张健

11403846 杨朋园 李凤颖、张健

11403040 寻欣圆 李凤颖、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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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影视动画系（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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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张健 讲师

王楠 副教授

刘香渔 讲师

记录：朱剑钧

2018年 5月 18日

8:30--16:30
A208

11403079 杨着

2014 级

二 维 动

画 4班

包敏辰、赵涛

33

11403097 张月 包敏辰、赵涛

11403101 赵津艺 包敏辰、赵涛

11403119 宫宇健 包敏辰、赵涛

11403128 李铠辰 包敏辰、赵涛

11403147 李婷 包敏辰、赵涛

11403152 刘禹佳 包敏辰、赵涛

11403160 姜珊 包敏辰、赵涛

11403186 朱彦伦 包敏辰、赵涛

11403228 王尧 包敏辰、赵涛

11403268 龚立超 包敏辰、赵涛

11403291 胡晨威 包敏辰、赵涛

11403300 何畅 包敏辰、赵涛

11403324 马培文 刘佳宜

11403365 王淇 刘佳宜

11403368 尹江玲 刘佳宜

11403388 李佳芮 刘佳宜

11403396 张妮 刘佳宜

11403398 蒋刚 刘佳宜

11403436 张雅馨 刘佳宜

11403502 张迪 刘佳宜

11403504 孟凡钰 刘佳宜

11403514 陈晶 刘佳宜

11403607 张燚辉 王楠

11403640 赵乙森 王楠

11403657 王增豪 王楠

11403676 代力男 王楠

11403704 徐洪雨 王楠

11403746 陈林英 王楠

11403765 谢永建 王楠

11403775 李雪 王楠

11403806 李楠 王楠

11403832 杨凯 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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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