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拟评结果

1 苏州科技学院 苏州大学纳米研究院 DV作品 吴佩琪、刘春霞、郑莎莎、沈潭、吴华 蒋雪明、杨丽 一等奖

2 苏州大学 外婆家的老灶台 DV作品 吴晨辰、陈德月、张凯、杨东 杜志红 一等奖

3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想梦 DV作品 张桂顺、陈楼、许佳敏 陈想 一等奖

4 南京艺术学院 传统民居 动漫作品 方猛、林建宁、林金峰 盛瑨、徐倩、周剑 一等奖

5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画心 动漫作品 刘静、刘雪、季皓 沈洋、夏斌 一等奖

6 苏州市职业大学 野人与鸟 动漫作品 王秋波 王静娟 一等奖

7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小纸人瑞拉 动漫作品 陈婷婷 晏律、钱华 一等奖

8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盛禾传媒有限公司网站 网站作品 渠灿灿、冯向阳 赵晓峰、施勇 一等奖

9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国美电器flash课程 课件作品 夏涛 魏砚雨 一等奖

1 江苏师范大学 家用摄像机的使用和维护（上） DV作品 张润华、苗参天、毕峻硕、陆佳佳、胡爽 刘永宁、李忠 二等奖

2 苏州科技学院 牛越 DV作品 林峰、咸国牙、杨静娜、王海银、孙纲耀 蒋雪明、任颖子 二等奖

3 南京邮电大学 青春幻想曲 DV作品 党东、高訾颖、龚天一、王晶、许敏洁 卢峰、刘亮 二等奖

4 南京林业大学
《在那遥远的地方》——走进南京援

疆知青
DV作品 宗琦、顾赟秋、郭琪 刘洪 二等奖

5 南京艺术学院 mummy DV作品 王楚、唐佑聪、王珊 王方 二等奖

一等奖9项：

二等奖9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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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京艺术学院 寻梦金陵 DV作品 曹蔚、卞波、季学平 王方 二等奖

7 苏州大学 钟 DV作品 戈一、张凯、牛思婷、丁亚萍、张晓霞 杜志红 二等奖

8 南京体育学院 在垫上飞舞 DV作品 王霞、张咪、吕心如、孙乐云、沈江 蔡林冲、李金宝 二等奖

9 南通大学 寺街 DV作品 马莉、王骏、高加友 王雪飞 二等奖

10 扬州大学 等你 DV作品 金远、戴逸、李亚运、杨灵、周甜 张源 二等奖

11 扬州大学 我是扬州人 DV作品 相惠莲、江宇薇、叶素琴、于文佳 武新宏 二等奖

12 江南大学 梦之筑 DV作品 朱宽、邓喆 高红、陈明选 二等奖

13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美丽苏州，幸福园区 DV作品 陈光明、衡振兴、张咪咪、招贞 张宏波、吕雪 二等奖

14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信 DV作品 杨伟、杨宇帆、李娜、力炎青、尹星 王馥、庄怡萍 二等奖

15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杨桥 DV作品 凌海洋、杨书生、周梦婷 王馥、庄怡萍 二等奖

16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再见太难 DV作品 陈丽燕、仇小云 魏娜、陈豪 二等奖

17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西塘 DV作品 孙绮君 杜婵 二等奖

18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红桃2计划 DV作品
金彬圣、倪铭谦、杜舒心、陶燕华、郑腊

琴
李萍 二等奖

19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刘井粉丝宣传广告 DV作品 陈京成 张智铭、张谦 二等奖

20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从未走远 DV作品
汤太平、葛清雨、朱晨、郑超群、吴雪晴

、冯玉敏、谢雪梅、彭成
苏刚、洪雪飞 二等奖

21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新青年工程 DV作品 唐强 陈茹、张荟惠 二等奖

2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路在脚下 DV作品 乔冠琛、万元、朱莉、周森 陆峰骅、马幸飞 二等奖

23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爱的味道 DV作品 单维维、蔡永胜、吕喆、史玉玲、钱伟 王婧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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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南京邮电大学 幻 动漫作品 吴菲 余武 二等奖

25 南京财经大学 青天大老爷 动漫作品 王培彬、王新懿 穆亦君 二等奖

26 南京艺术学院 城市梦境 动漫作品 陈洁、古莎莎、李楠 徐倩、周剑 二等奖

27 南京艺术学院 营造法式 动漫作品 高小鸣、王拥旗、侯越、刘珺、朱炜林 周剑、徐倩 二等奖

28 南京艺术学院 影 动漫作品 周毅 、刘馨、刘方方、郑兴翔 周剑、徐倩 二等奖

29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心聚 动漫作品 汤颖、周婷婷 肖沫 二等奖

30 三江学院 师徒（又名：一杯茶的功夫） 动漫作品 王阴伟、刘雯、夏阳、童智 邢小刚、骆浩 二等奖

31 南通大学 LIFE!TIME 动漫作品 李田甜 郑曦 二等奖

32 南京师范大学 交通安全知识教育游戏 动漫作品 魏蔚、孙驰 王丽英 二等奖

33 扬州大学 姜堰得名 动漫作品 李清亮、陈钦莹、高莉丽、林琳、谈语 朱贵杰、高宁婧 二等奖

34 江南大学 呐喊的奶牛 动漫作品 郭鹏飞、唐乐、袁江、张存帅 陈明选、高红 二等奖

35 金陵科技学院 弗洛伦萨的回想 动漫作品 戴星、赵逸骏、徐静 刘志强 二等奖

36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守望 动漫作品 张亚飞、陈川、周文霞、赵阳、田丽莎 韩明 二等奖

37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建筑漫游 动漫作品 宋佳利、段鹏飞、陈秀秀、李笑笑 杨帆、徐令 二等奖

38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岁月金陵 动漫作品 季建明、杨洪、冯文、徐浩 徐令、韩洁 二等奖

39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犀人 动漫作品 周忠辉、尹丹蓓、张婵君、曹祖德、朱鹏 孙金山、杜坚敏 二等奖

40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哎，爱 动漫作品 丰玉洁、张旻旻、李函、严正浩 孙金山、杜坚敏 二等奖

41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自食其果 动漫作品 黄霖、王庆梅 田英、陈豪 二等奖

第 3 页



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拟评结果

42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孝 动漫作品 陈飞飞、王东翔、李伟、高尚]糜曦 陈捷、邓凯 二等奖

43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茶香 动漫作品 王亚君、茌丹丹 陈震 二等奖

44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快乐阿婆 动漫作品 茌丹丹、王亚君 陈震 二等奖

45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作茧自缚 动漫作品 周燕雯、温丽君、仲国静、李平 沈丹萍、沈涵 二等奖

46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青奥会宣传动画 动漫作品 王优阳、徐科维、武娜娜 瞿新忠 二等奖

47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校园漫步 动漫作品 葛潘新、朱正清、陈杨 王桂霞、赵洪文 二等奖

48 南通职业大学 觅 动漫作品 赵婷、季成慧、沈楠楠 王成凤、徐圣超 二等奖

49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狭路相逢 动漫作品 郭佳杰 李帅卫、庞建 二等奖

50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小水塘的一生 动漫作品 张前凯 曹彦婷、唐丽丽 二等奖

51 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悟道 动漫作品 桑超、周同、张焱、龚晓辰 吴义祥、左沭涟 二等奖

52 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原来如此 动漫作品 桑超、周同、张焱、龚晓辰 吴义祥、左沭涟 二等奖

53 苏州市职业大学 蜕变 动漫作品 王静娟 王静娟 二等奖

54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老板不可以 动漫作品 韩丹、梁涛、侍海婷、黄雪、咸云芬 张聿、黄丹丹 二等奖

5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小伊伊 动漫作品  张中正、陈胜圣、谢艳菊、王博、王策 张宏波 二等奖

56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看海 动漫作品 尹军 、朱宏振、鲁珍珍、朱秋萍、王连 张宏波 二等奖

57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猫 动漫作品 卜凡胜 徐铭 二等奖

58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旅程 动漫作品   李冰、孙闻新 徐铭、艾红军 二等奖

59 常熟理工学院 NSS网络教学系统 网站作品 吕小龙、周洁、韩雯娟、卜有圣 乐德广、陈亚天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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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淮阴师范学院 淮阴师范学院后勤集团 网站作品 蒋永忠、徐玲玲 黄立冬 二等奖

61 南通大学 数字影像学习网 网站作品 曹泳彬、刘建亮、胡涛 杨晓新 二等奖

62 金陵科技学院 《家具展示》网站设计 网站作品 胡寒冰、杜康、朱晓磊 王谨 二等奖

63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南京青奥会 网站作品 李理想、徐仁朝、花小林、周良新 孙振亚、周之昊 二等奖

64 沙洲职业工学院 衣网情深 网站作品 房云松、周炯、葛振、杨飞 周洪斌、苏凯英 二等奖

65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Flash动画制作互动教学平台 网站作品 刘奇琦 肖力、孙荟 二等奖

66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南通办学点 公益网站—眼中的希望 网站作品 褚甜甜 陈莉亚 二等奖

67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会计专业网站 网站作品 尹宁生、范玉飞、王影 王旭 二等奖

68 常州大学 129智力游戏 应用软件 韩杰、杨云飞、伍昆昆 江兴方 二等奖

69 南京艺术学院 掌上生态园 应用软件 崔容峰、王玥灏 严宝平 二等奖

70 三江学院 搜购（Sougoo）搜索引擎系统 应用软件 刘瑾、孙洋、张丽君、姜玉娟 曹鹏飞、顾问 二等奖

71 盐城工学院 幼儿认知游戏 应用软件 程伟、方荣 刘颖、徐秀芳 二等奖

72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Calm 标准集装箱物流查询与订舱系

统
应用软件 石宝同、付振国、陶磊 卢剑炜 二等奖

73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android手机应用软件 应用软件 张业兴、丛志亮、顾海军 张鸰、郭杰 二等奖

74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数模教学工厂漫游 应用软件 谢琳琳、冯尧、祝伟涛 罗恒、王晖 二等奖

75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ftp客户端工具软件 应用软件 孟茜茜 黎孟雄 二等奖

76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神奇的水壶 应用软件 王馨雅 陈珏、孙一帆 二等奖

77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孝经学习课件 课件作品 薛香香、尹春岚、彭璟 习海旭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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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江苏师范大学 岁月神偷 课件作品 张蓉、吴宁宇 张琪 二等奖

79 南京艺术学院 玩转单反——数码单反初级入门教材 课件作品 包凯先 王文聪 二等奖

80 淮阴师范学院 国粹京剧 课件作品 徐玲玲 王宇飞 二等奖

81 南通大学 PIXAR电子杂志 课件作品 张雪怡、倪偲偲、曹臻臻、王兆静 杨晓新 二等奖

82 南京师范大学 快乐学习之小学五年级数学 课件作品 吕莉莉、刘婷婷、李佳赟、汤晓蓓 柏宏权 二等奖

83 南京师范大学 古乐灵音 课件作品 杨月美、左敏、潘文玉、王送送、臧威 张舒予 二等奖

84 盐城师范学院 Flash二维动画设计辅助教学系统 课件作品 陈青云 郭晓俐 二等奖

85 扬州大学 个园系列1 课件作品 李闻、钱程、黄蕾、金燕 赵志靖 二等奖

86 扬州市职业大学 家 课件作品 戚亮亮、孙秀佳 侯凤梅、殷红花 二等奖

87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展示设计 课件作品 王强强、李能、鹿存青、颜如玉 王志强、程广君 二等奖

88 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创建动作补间动画 课件作品 吴培、吴云清 郭熙、石家驹 二等奖

89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标志设计 课件作品 朱嘉慧、张雅芹、丁诗魁 瞿新忠 二等奖

90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基础综合教学平台 课件作品 张月娥、邱晨、洪彩平、马超 朱迅、杨丽波 二等奖

91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网站设计与制作 课件作品 黄蓉、刑思露、徐翔林、张雪、孟素娟 李瑞强 二等奖

1 江苏教育学院 桃花源记 DV作品 徐杨玭、潘韵冬、恽晓茜、顾胜蓝、陆茜 邱杨 三等奖

2 江苏师范大学 映像彭园 DV作品 刘轩、何秋腾、金品贤 徐明 三等奖

3 江苏师范大学 吾梦飞翔 DV作品 安娜 苗新萍 三等奖

三等奖18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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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苏师范大学 潘彼得异想录 DV作品 何俊威 张迪 三等奖

5 江苏师范大学 电视散文秦淮印象 DV作品 赵恋秋 于忠民 三等奖

6 江苏师范大学 路 DV作品 孙晶 程宝俊 三等奖

7 苏州科技学院 石湖之韵 DV作品
咸国牙、纪明明、朱玉峰、杨静娜、李国

政
蒋雪明、任颖子 三等奖

8 常州大学  美丽密码 DV作品 朱禹婷、黄婉玲、邵闯、朱文强、施小洋 陈鸿 三等奖

9 南京邮电大学 舞魂 DV作品 杨博源、潘蕾宇、钱小东、陈卿、武秋实 林巧民、冒荣 三等奖

10 常州工学院 上帝的硬币 DV作品 郅华奇、田家旭、张灵、左仁强、邓雪珺 毕翔、方忠平 三等奖

11 南京林业大学 舌尖上的南京 DV作品 李颖、张斌、马文杉 刘洪 三等奖

12 三江学院 漂 DV作品 朱学正、胡名宇 刘万年、孙力 三等奖

13 苏州大学 青春中的落落野花 DV作品 王锦、杨东、江林艳、钱文君、陈淑贞 王玉明 三等奖

14 苏州大学 伴 DV作品 谢雯、吴辛夷、庄宪、左玉磊、陆冲 杜志红 三等奖

15 淮阴师范学院 伸出你的手让爱延续 DV作品 丁桃红、赵世海 柳邦坤 三等奖

16 南京工业大学 单车带我去拉萨之我的毕业旅行 DV作品 张巍胧 封顺、郑杰 三等奖

17 南通大学 书香满家庭 DV作品 马莉、高加友、席学、曹臻臻 王雪飞 三等奖

18 南通大学 红色记忆 DV作品 李杰、张亚楠、周玉蓉、陈芳芳、高加友 吴祥辉 王雪飞 三等奖

19 盐城工学院 浮生如梦 DV作品 刘锐、庄燕 卢静、唐拥政 三等奖

20 宿迁学院 一个不能少 DV作品 孙少华、刘祁缘、于燕、韩琦 周洋、魏颖 三等奖

21 盐城师范学院 给未来的自己 DV作品 丁成阳、杨明、吴晨、高星 姚永明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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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蜕变 DV作品 邱立珍、沈伟、钱楠、强益平、赵昕 杨建平 三等奖

23 扬州大学 高旻寺的禅意 DV作品 陶玲玉、倪晓红、吴晶晶 武新宏 三等奖

24 扬州大学 玉雕人 DV作品 陆涛 张源 三等奖

25 江南大学 小可 DV作品 史恩海、郭鹏飞、石祥、侯然、雍文娟 陈明选、惠恭建 三等奖

26 江南大学 80，40，20 DV作品 邱桂兰、王宇宸、赵扬帆 刘学勤 三等奖

2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爱的教育 DV作品 邵佳伟、杨雪 杨会 三等奖

28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我的世界 DV作品 周捷 李东冬、张伟强 三等奖

29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移动广告 DV作品 景天石 刘觉敏 三等奖

30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APP STORE 系列广告 DV作品 林利亚 张伟强、张梦晓 三等奖

31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梦回乌衣巷 DV作品 陆庆星 张梦晓、张伟强 三等奖

32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新生 DV作品 杨梦莹 魏薇、王虹添 三等奖

33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E-VIRUS DV作品 陈弓 王虹添、魏薇 三等奖

34 扬州市职业大学 青春作伴 DV作品 李胜达、刘明辉、周生儒、罗颖、唐帅 汤军、沈兆侠 三等奖

35 扬州市职业大学 放心去飞 DV作品 李永安、闫伟、唐帅、冯森、金谊 汤军、沈兆侠 三等奖

36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公主的日子 DV作品 杨亚松、姜庆、张宇畅 周振华 三等奖

37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别搞丢了 DV作品 刘垚、陈宵天、栾宇翔、何丽娜、王晨阳 周振华 三等奖

38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青春纪念册 DV作品 丁颖颖、姜海霞、蔡林芳、张俊、刘孝波 丁彦 三等奖

39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隐形的翅膀 DV作品 徐迎新、张明山 于波、施懿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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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私奔记 DV作品 姜舟 张智铭、张谦 三等奖

41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捡来的成长 DV作品
刘晓、黄吴娟、季亚楠、孙莉、滕善敏、

贾江山、董正朋、宦雪飞
苏刚、洪雪飞 三等奖

42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危险的爱情 DV作品 张竹、陈宇   张斌、李帅卫 三等奖

43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校园防震减灾科教片 DV作品 刘虹、周森、刘慧 葛马庄、徐文祥 韩小燕、杨梦希 三等奖

44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一个陌生学姐的来信 DV作品 涂然、吴云娇、蒋莹、唐正、范建勇 周天一、张敏 三等奖

45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的故事 DV作品 于洁、薛艳、孙园园 王慧 三等奖

46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聆听 DV作品 蔡成飞 张莉、陈海琴 三等奖

47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寻找白局 DV作品 宋文域 陈海琴、步勇星 三等奖

48 淮海工学院 爸爸平安 动漫作品
谷蕙、邓青青、韩蒙、李雪皎、张雨卉、

张永琼
闵元元 三等奖

49 淮海工学院 买卖 动漫作品
蒋馨颖、戴茜茜、殷欢欢、刘利、盛巧云

、封敏
闵元元 三等奖

50 河海大学 好像长大 动漫作品 张琬翌 钱丽娜、严波 三等奖

51 常州大学 漫游化工厂 动漫作品 戎文昕 石运达 三等奖

52 常州大学 花博会 动漫作品 黄晓竹、袁亚露、董珍伟 潘操 三等奖

53 南京邮电大学 动漫作品之地震逃生篇 动漫作品 李廷欣、张永明、余金科、梁森宇、周鑫 林巧民、秦军 三等奖

54 常州工学院 monster、girl 动漫作品 陈浩 彭伟、王箫音 三等奖

55 常州工学院 不倒墙 动漫作品 王敏 王箫音 三等奖

56 南京艺术学院 FUTURE 动漫作品 华舒、冯添、袁心宇、丁奕程、储佶 徐倩、周剑 三等奖

57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晨 动漫作品 戴迎迎、徐红莉 肖沫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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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三江学院 醒wake up 动漫作品 周梦雪、袁晓婷、沈并妙 邢小刚、周志奇 三等奖

59 三江学院 X.I.N.G 动漫作品 胡苏阳、许娇、陈正萍、李叶、丁青青 邢小刚、骆浩 三等奖

60 苏州大学 铅笔与橡皮系列之求救记 动漫作品 宋瑶、陈晓筠、过倩雯 付亦宁 三等奖

61 常熟理工学院 苏州评弹 动漫作品
刘声璋、吴晓标、李俊杰、赵秉坤、顾丽

敏
严万祺、陈亚天 三等奖

62 淮阴师范学院  心灵修补匠 动漫作品 常晓东、赵东华 胡嘉 三等奖

63 南通大学 第五面 动漫作品 许涌 郑曦 三等奖

64 南通大学 后盾 动漫作品 李晓昕、王营营 陈强 三等奖

65 盐城工学院 盐城精神 动漫作品 刘春、张燕 黄本亮 三等奖

66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飙车的故事 动漫作品 蒋妃 杨建平 三等奖

67 扬州大学 二分明月 动漫作品  姚姝、姬沛沛、刘诗伦、吴怡希 王玲、何亭 三等奖

68 扬州大学 溱潼古槐 动漫作品 陈赛、郝欢、朱文艳、李琳、兰仙 王玲、何亭 三等奖

69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蝴蝶飞呀 flash mv 动漫作品 宣聪 明珠、杨晶晶 三等奖

70 金陵科技学院 smile cat 动漫作品 潘意超、王家伟 张巧 三等奖

71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沙·情 动漫作品 王俭、黄永鑫、徐欢 徐丹、李慧 三等奖

72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毛毛虫与蒲公英 动漫作品 梁珍、邱健、孙强、费新乾 陈彦、鲁卫平 三等奖

73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伤不起的37路 动漫作品 晏一慎、庄瑞、侍海勇、陈洋洋 陈彦、杨琼 三等奖

74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企鹅蒂琪 动漫作品 杨超、徐超、盛蒙蒙、朱红 孙金山、杜坚敏 三等奖

7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三十八年夏至 动漫作品 严昕 田英、魏娜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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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拨浪鼓 动漫作品 徐飞、高苗苗 魏娜、田英 三等奖

77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伐檀 动漫作品 董浩、潘国华、戴丹丹、刘凯歌、孙衬衬 沈建、顾广涛 三等奖

78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神机失算 动漫作品 李洋、秦若韵、王灿、陈婷 苏昊、项建华 三等奖

7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迎风 动漫作品 李荣振 吴伟峰、郑哲琼 三等奖

80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Anti-War 动漫作品 王智君、耿耿、吴欢、孙召延 杨恒 三等奖

81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融雪 动漫作品 时震、韩伟、陈薪、鲁洋、曹乐 李嫣 三等奖

82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校园印象 动漫作品 蒋云凤、刘越、方雷 陶冶、王丽美 三等奖

83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南通办学点 dream future 动漫作品 严丽、叶田、周良、严旭、孙美梅 胡涓华 三等奖

84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提倡优生优育，注重孕前保健 动漫作品 邢卫、方丽 沈丹萍 三等奖

85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小蜗牛 动漫作品 林形形、管婧、阮璐婷 徐秀萍、顾昕明 三等奖

86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飞越梦想 动漫作品 钱俊伟、许俊峰 舒曙光 三等奖

87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三封举报信 动漫作品 李玲玲、白佳川 舒曙光 三等奖

88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暗域传说 动漫作品 仲闯、韩秀梅、谭春和、赵磊 韩明 三等奖

89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飞行梦 动漫作品 朱正清、袁海洋 钱秉江、王超 三等奖

90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三维虚拟校园展示动画 动漫作品 顾阳、乔羽、樊侠、孙一云、沈小楠 刘英杰、王桂霞 三等奖

91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人人守法，道路通畅 动漫作品 王亚丽、叶圆、李小曼、张敏、胡春艳 王桂霞、赵洪文 三等奖

92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拔苗助长 动漫作品 张媛 王桂霞、赵洪文 三等奖

93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歌曲MV 动漫作品 刘冬 王桂霞、赵洪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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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古堡之旅 动漫作品 彭文 江依娜、谭玉辉 三等奖

95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Where I am 动漫作品 徐永新 张颖 三等奖

96 南通职业大学 盗猎兔 动漫作品 宋涛涛、杨克勤、潘仕桦 王成凤、徐圣超 三等奖

97 南通职业大学 和谐 动漫作品 颜翠萍、陈玉婷、陈爱燕 王成凤、徐圣超 三等奖

98 南通职业大学 未来动物园 动漫作品 崔玲、韩宜林、朱昀、胡华月 王成凤、徐圣超 三等奖

99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迎财神 动漫作品 张斌、李帅卫 三等奖

100 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希望之弦 动漫作品 黄雨点 季恒 三等奖

101 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呆的故事 动漫作品 钱琴霞 殷卫霞、陈琳 三等奖

102 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考试 动漫作品 桑超、周同、张焱、龚晓辰 吴义祥、左沭涟 三等奖

103 苏州市职业大学 面试十一瞎 动漫作品 俞云、叶兴兰 金益、周德富 三等奖

104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越女词 动漫作品 郑倩倩、李芹 罗运和、任曼曼 三等奖

105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蜗牛侠 动漫作品 李雪、沈俊逸、岳云芝、温馨 魏砚雨、张毅 三等奖

106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戏里戏外 动漫作品 王晗、沈长鹏、史永、高晨光 张聿、黄丹丹 三等奖

107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糖衣炮弹 动漫作品 张中正 尹军 鲁珍珍 陈胜圣 李启然 张宏波 三等奖

108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我们的交通不需要超人 动漫作品 朱青、曹鑫、赵苏丽、孙瑞、陈光明 郑亮、吕雪 三等奖

109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明”elevator——为文明之行喝

彩
动漫作品 赵杰、朱帅、王日磊、谭阳 戴梅萍 三等奖

110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功夫 动漫作品 王昕 赵卫、吴娜洁 三等奖

111 应天职业技术学院 "让我们荡起双桨"Flash MV 动漫作品 叶彬 董建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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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蚁族 动漫作品 毕嘉骏 张灿、刘春辉 三等奖

113 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 忆江南 动漫作品 司马飞、赵峰、王强 颜伟光、张垒 三等奖

114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都是你惹的祸 动漫作品 谢松霖 陈煜、梁菊华 三等奖

115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青鸟 动漫作品 沈璐璐、潘云云、甘念 胡建平、黎孟雄 三等奖

116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护花 动漫作品 魏星 晏律、杨海涛 三等奖

117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呦呦 动漫作品 冯英臣 杨海涛、吴洪彪 三等奖

118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DuDu梦游记 动漫作品 胡珣 杨海涛、吴洪彪 三等奖

119 江苏教育学院 江南印象 网站作品 王丽丽 李丽娟 三等奖

120 河海大学 数码产品聚焦搜索引擎 网站作品 陈亚明、杨少松、任向林 许峰 三等奖

121 南京邮电大学 教科院作品展示网站 网站作品 周振宇、雷杰、薛冰芳、张志刚 章宁 三等奖

122 宿迁学院 简影摄影部落 网站作品 苏文祥 聂倩 三等奖

123 盐城师范学院 《木兰从军》专题学习网站 网站作品 庞日清 徐华平 三等奖

124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中国风-韵 网站设计 网站作品 顾琴 杨晶晶、马骏峰 三等奖

125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硬件维护 网站作品 赵金、曹菲菲、马晓金 时钢、张敬斋 三等奖

126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科研工作管理系统 网站作品 马卫东、曹春贵、王志伟 龙浩 三等奖

127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LEVI`S形象宣传网站 网站作品 刘宗睿 曹静珍 三等奖

128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泰职院10计单班讨论群 网站作品 朱皓强 缪兴华、蔡伯峰 三等奖

129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古成影视内容管理系统 网站作品 胡俊成、邓洋广、周达波、戴伟 陈爱民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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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实验资源信息化管理系统 网站作品 袁超、吴大亨 鲁娟娟、杨立生 三等奖

131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异国风情 网站作品 王婷 李丽华 三等奖

132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街舞社网站 网站作品 许静雯、叶春庭、张艳 瞿新忠 三等奖

133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网站 网站作品 刘志程、张洪著 王威、程乐 三等奖

134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星月舞蹈 网站作品 陈朋朋 华驰、秦昌琪 三等奖

135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奥运在线asp网站 网站作品 徐文骏 芮文艳 三等奖

136 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SIC社团迎新生 网站作品 姚加乐 花丽 三等奖

137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图形密铺学习网站 网站作品 汪驰、周苏仪、张雯、杨冬、王莹 周晓雨、徐连霞 三等奖

138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办公室网站 网站作品 王娟、汪骁予、曹倩、蔡晴雯、沈梦雪 毛利、胡晓娟 三等奖

139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民间贷款网 网站作品
赵成潇、莫丽仙、吴皎娇、史静妍、钱炜

丹
陈敏锋、苏玉玲 三等奖

140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ASP校园网上购物系统 网站作品 汤洋、孙克帅、徐中祥 樊雷、樊伟 三等奖

141 江苏师范大学 虚拟云龙学区 应用软件 金宇、夏军、张志恒 黄如民 三等奖

142 河海大学 图像生活 应用软件 李艳、李富豪、聂妮 戚荣志 三等奖

143 常州大学 动态光栅衍射及其实验数据处理系统 应用软件 伏海明、朱田友 江兴方 三等奖

144 常州工学院 测控信号与系统分析 应用软件
封士祥、范天鹏、单建华、高晓俭、于书

凡
潘雪涛、张美风 三等奖

145 淮阴师范学院 双人五子棋 应用软件 陈雷 稽海进 三等奖

146 南京师范大学 音符打字游戏 应用软件 边思宇 柏宏权 三等奖

147 宿迁学院 乐助聊天 应用软件 张航、刘慧斌 徐华祥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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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扬州大学 餐饮管理系统 应用软件 王浩、田佳盛、陈红华 陈刚 三等奖

149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广告公司设计网站 应用软件 陈猛、颜迎晨、张姬、马中义 孙敏、印志鸿 三等奖

150 扬州市职业大学 科普知识竞赛演示软件 应用软件 谭聪、刘玉露 何剑 三等奖

151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选题系统 应用软件 陈建兵、陈永春、徐敏、范信慧 胡霞、郝爱语 三等奖

152 盐城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计算机基础教程练习系统 应用软件 满建晴、丁蕊 唐建国、邹卫国 三等奖

153 紫琅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系统 应用软件 史梦娇、邱业骏、梁晶 卫丽华、陈莉莉 三等奖

154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培训管理系统 应用软件 周嘉栋、张佳佳、蒋育 陈敏锋、施勇 三等奖

155 江苏师范大学 物态变化 课件作品 邱钰、杨禺辰、杨木生、裴雨纳 黄如民、李同召 三等奖

156 常州大学 留住那抹绿 课件作品 顾书缘、马浩、杨森 林胜男 三等奖

157 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青奥会 课件作品 马颖 何丽萍、方仲伟 三等奖

158 南京林业大学 雕塑 课件作品 费敏、魏凯琳、陈斌、杨宁婧、张雪 祝炜、曹磊 三等奖

159 三江学院 使用VTune进行代码优化和性能调节 课件作品 刘五一、李冬冬、王吉、张超、方圆 贾徐庆、刘正涛 三等奖

160 常熟理工学院 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 课件作品 周晓强 陆建明 三等奖

161 南通大学 江海平原传统建筑的门窗及门窗艺术 课件作品 冯正良、杨芸、王小妤、渠颖、蒋蓓 钱健、周清 三等奖

162 南京师范大学
苏教版五年级数学下册观察物体

flash课件
课件作品 钱春兰 柏宏权 三等奖

163 宿迁学院 对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认识 课件作品 居芳兰 张华武 三等奖

164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孙子兵法课件 课件作品 严蕾、印佳 习海旭 三等奖

165 扬州大学 个园系列2 课件作品 陈冰晶、王东、蔡娣瑛、张艳 赵志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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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金陵科技学院 《南京游》电子书设计 课件作品 朱晓磊、杜康、胡寒冰 王谨 三等奖

167 金陵科技学院 《精油品牌》flash网站设计 课件作品 杜康、胡寒冰、朱晓磊 王谨 三等奖

168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案例分析课件 课件作品 李娜、王灿 王志峰、张敬斋 三等奖

169 扬州市职业大学 圆与圆的位置关系 课件作品 钱培丽 戴志娟 三等奖

170 扬州市职业大学 抛体运动的特征与规律 课件作品 王菁 吴云虎 三等奖

171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话说”刑事现场照相 课件作品 毛俊南、季禾子 郭海涛、庄鑫 三等奖

172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江城子 课件作品 朱倩、夏敏、王彩园、武紫鹃 王丽美、李荣 三等奖

173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龙城印象 课件作品 周恩光、朱大伟 包林霞、朱轩 三等奖

174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冷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件作品 朱本义、武听、沈圣淇 刘波、殷晓中 三等奖

175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饮水思源 课件作品 钟雪磊 薛峰 三等奖

176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盐城文化 课件作品 蔡迎龙 王美霞、张静 三等奖

177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后期制作课程课件制作(After

Effects CS4)
课件作品 夏凤凤 王美霞 三等奖

178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皮影文化 课件作品 徐敏、刘洪波 朱晓礼、刁玉琦 三等奖

179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PS平面设计 课件作品 马中义 孙敏 三等奖

180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课件
课件作品 朱静茹、孙海燕、 张进、赵莉莉、杨林 邹宣、周导杰 三等奖

181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产动画介绍 课件作品 过依枫 陈煜、梁菊华 三等奖

182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动漫的发展 课件作品 赵娇 张永瑞、胡建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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