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节目名称 报送院校 主要完成人员 评审等级

1 鲸落 北京电影学院 江祥盈；申由甲 一等奖

2 湖贝不再 北京电影学院 施剑波；王善莹 一等奖

3 达瓦扎西 山西传媒学院 左杰；赵弘港 一等奖

4 课间休息 北京电影学院 郭境熙；白雪滢 二等奖

5 各奔东西 北京电影学院 张耘翰；张婷；彭温濡 二等奖

6 闻道春还 南京艺术学院 张源康；李志远；傅金鑫 二等奖

7 刺向天空的矛 山西传媒学院 张拓；左杰；赵含博 二等奖

8 生生不息 山西传媒学院 冯悦阳；雷震鹏；胡恩耀 二等奖

9 还魂 中国传媒大学 刘雅彬；李嘉怡 二等奖

10 悄然无息 河北传媒学院 张科华；张培林；王智岩 三等奖

11 羊的事 山西传媒学院 张德鑫；侯越；李英丽 三等奖

12 浯溪河 上海戏剧学院 单筱宇；葛聪聪 三等奖

13 末路生花 上海戏剧学院 吕可心 三等奖

14 树木知春 浙江传媒学院 杨浒灏；裘泽安；王少钦 三等奖

15 出租车与奖杯 浙江传媒学院 杨浒灏；高懿；卢荫桢 三等奖

16 福德里四号 中国传媒大学 宋雨泽；刘叙良 三等奖

17 路过星宿 中国传媒大学 张辉程 三等奖

18 雪乡以北 中国传媒大学 谢湛莹 三等奖

19 海蓝时见鲸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陈庆林；宋泽坤；辛华辰 三等奖

1 兽 北京电影学院 凌琳；马鸿儒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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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星轨安眠曲 北京电影学院 杨逸然 一等奖

3 克莱因瓶 中国传媒大学 武杨；李沅松 一等奖

4 不知鹤归处 北京电影学院 张巧鋆；付祎灵 二等奖

5 心证 Namaste 北京电影学院 刘丽萨；刘蒙娜 二等奖

6 Harry 南京艺术学院 张源康；李泓泽；胡志伟 二等奖

7 界线 山西传媒学院 凌小媛；何文强 二等奖

8 童年 山西传媒学院 郭映辰；李荣 二等奖

9 ESCAPE 加州艺术学院（美国） 李博 三等奖

10 红雾镇 南京艺术学院 徐承昊；杨光⾬；戴彬 三等奖

11
A Song From The

Basement
南京艺术学院 徐承昊；徐凡舒；朱嘉辉 三等奖

12 相亲 山西传媒学院 郭映辰；李荣；许仕杰 三等奖

13 捕食 四川传媒学院 向治芊；蔡钦羽 三等奖

14 Big News 浙江传媒学院 赵一飞；钱惟然；罗悦利 三等奖

15 死亡录像 中国传媒大学 刘叙良；宋雨泽；李大千 三等奖

16 NATALI 中国传媒大学 郝建锟；于子威；刘耀杨 三等奖

1 苗风 北京电影学院 丁一；姜南印 一等奖

2 贝多芬<埃格蒙特>序曲 南京艺术学院 刘学；叶婉；高帅 一等奖

3 Goldrush（淘金热） 上海音乐学院 刘畅 一等奖

4
普罗科菲耶夫 D大调第一

交响曲 第一乐章
中国传媒大学 张桐 一等奖

5 行星组曲——木星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董淑宁；丁明昊；辛；钰 一等奖

6
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第四

乐章
北京电影学院 刘慧哲 二等奖

7 秦淮随想 南京艺术学院 刘家栋；王子实；王子粤 二等奖

8 蓝色狂想曲 首都师范大学 潘琦琼；姜欣怡；王荣耀 二等奖

9 澳门印象 西安音乐学院 郗雨泽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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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后战场舞曲 中国传媒大学 王淞；栾博超 二等奖

11 天海之光 中国传媒大学 王可欣 二等奖

12
普罗科菲耶夫D大调第一小
提琴协奏曲 第三乐章

中国传媒大学 李哲川 二等奖

13
管风琴曲<以巴赫为主题的

前奏曲与赋格>
中国音乐学院 张一驰；周劼 二等奖

14 南泥湾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裴涛；郑俊；赵雨欣 三等奖

15 写意山水 北京电影学院 李凡语；丁一 三等奖

16 a小调钢琴四重奏第二乐章 北京电影学院 唐一维；房盈晖；李凡语 三等奖

17 红色的军旗 广西艺术学院 黄彪 三等奖

18 卫拉特舞韵 南京艺术学院 崔荣煊；辛钰；朱嘉辉 三等奖

19 流浪者之歌 南京艺术学院 黄超；浦炜；肖璇 三等奖

20 半城春色 山西传媒学院 宋超凡 三等奖

21
民族管弦乐<太阳颂>选段

录制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魏高扬 三等奖

22
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

第一乐章
首都师范大学 刘昌赫；潘琦琼；崔巍俊豪 三等奖

23 Where 四川传媒学院 刘景睿 三等奖

24
彩云追月（双钢琴与打击

乐）
武汉音乐学院 蒋俊杰；侯睿 三等奖

25 保卫黄河 西安音乐学院 任航 三等奖

26
<d小调第二十钢琴协奏曲>

第二乐章浪漫曲
中国音乐学院 张一驰；周劼 三等奖

1 Daft Punk 串烧 中国传媒大学 张桐 一等奖

2 高级啦啦歌 中国传媒大学 宋舒蕾 一等奖

3 敦煌谣 中央音乐学院 刘韧 一等奖

4 Freedom 北京电影学院 沙托 二等奖

5 Mr.Sandman 北京电影学院 李凡语；丁一 二等奖

6 Darkness is coming 加州艺术学院（美国） 李博 二等奖

7 逐梦 西安音乐学院 任航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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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Uptown Funk 中国传媒大学 汤伟彬 二等奖

9 嗣音 中国传媒大学 王榕萧 二等奖

10 Fall（秋） 中央音乐学院 刘韧 二等奖

11 青春路上 北京电影学院 张睿；杨琳 三等奖

12 Quantum Quandary 加州艺术学院（美国） 李博 三等奖

13 抗生素 南京艺术学院 蔡益智；曹郁东 三等奖

14 You Will Be Loved 南京艺术学院 蔡益智；戚坤鹏；苏健 三等奖

15 正觉胡同 山西传媒学院 许仕杰 三等奖

16 同喜同喜 山西传媒学院 张云龙 三等奖

17 亡鱼与海 西安音乐学院 乔一迪 三等奖

18 醒醒 西安音乐学院 折彦博 三等奖

19 粉月亮 浙江传媒学院 罗悦利；袁雄宇；全方怡 三等奖

20 最后的夏天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焦裕骁 三等奖

21 访客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刘明生；唐婕；朴冠松 三等奖

22 Forget About It 中国音乐学院 韩宽；张延俊 三等奖

序号

1

2

3

4

5

6

7

8

王珏；杨杰；张一龙；周小东；袁邈桐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肖俊珍；范晓纬；周宛鹿

院校 获奖教师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李贵孚

上海戏剧学院 詹新

吴粤北

二 优秀指导教师奖

王乐文；申坤；杨博文；孟越；康锐；魏晓军

广西艺术学院 华伟

中央音乐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 刘灏

山西传媒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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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四川传媒学院

南京艺术学院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山西传媒学院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首都师范大学

南京艺术学院 吕一新；范翎；高杰；黄悦谷

首都师范大学 王雨桑

西安音乐学院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

浙江传媒学院 徐晶晶；黄川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赵君

武汉音乐学院 申涛

河北传媒学院 梁锐

四川传媒学院 张珂南；惠钰鑫

加州艺术学院（美国） Paul Soucek

西安音乐学院 刘小山；刘巍；吴澎

中国音乐学院 曹勐

北京电影学院
石宝峰；冯汉英；刘嘉；吴凌；郑嘉庆；娄炜；程

亮；曾笑鸣；甄钊

获奖院校

河北传媒学院

湖南大学

三 优秀院校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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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浙江传媒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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