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1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代表学院参赛作品汇总表 （A平面类）

序号 参赛选题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修改意见

1 01-责任与担当 “猴孩子”（3幅） 雷蕾 甄少妍 吴汶萱

2 01-责任与担当 负责，从对自己身体开始 陈永馨 吴汶萱

3 01-责任与担当 珍惜身边人（3幅） 谢可彤 李韦钰 张小华

4 01-责任与担当 宿舍噪音人人有责  陈子琦 张小华

5 01-责任与担当 适时静音，你我皆有责（2幅）  莫凯文 张小华

6 01-责任与担当 杜绝宿舍噪音  林沁怡 张小华

7 01-责任与担当 宿舍和谐，一键开启（2幅）  邱宛娴 张小华

8 01-责任与担当 你要“荣耀”我要睡觉 程祯洋 张小华

9 01-责任与担当 陪伴，是一种责任(2幅) 黄烁 吴汶萱

10 01-责任与担当 责任(1幅) 加娜耐·加沙热提 吴汶萱

11 01-责任与担当 红色家国梦(1幅) 孙婉婷 吴汶萱

12 01-责任与担当 奋斗(1幅)  莫鸿鑫 吴汶萱

13 01-责任与担当 环保点击（1幅） 曾妍 胡莹

14 01-责任与担当 责任真担当 陈晓芬

15 02-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 鼓舞 柯舒婷 张小华

16 02-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 魅力义乌（2幅） 邓冠凤 吴汶萱

17 03-一汽大众 一路“探歌”（1幅） 张馨予 吴汶萱

18 03-一汽大众 天生自信(2幅） 张洛嘉 吴汶萱

19 03-一汽大众 探索未知（2幅） 孔呈韵 张小华

20 03-一汽大众 探索前路，有歌更酷（1幅） 黄羡妮 吴汶萱

21 03-一汽大众 寻迹（2幅） 郑可欣 吴汶萱



22 03-一汽大众 摇滚易如反掌（1幅）  邹丰泽 吴汶萱

23 03-一汽大众 在T-Roc中摇滚与触碰自然（1幅） 郭浩峰 吴汶萱

24 03-一汽大众 本色 （2幅） 曾妍 胡莹

25 03-一汽大众 拒绝标签（1幅） 曾妍 胡莹

26 04-娃哈哈 盖不住的香（4幅） 陈玉婷 吴汶萱

27 04-娃哈哈 出画（2幅） 陈开周来  吴汶萱

28 04-娃哈哈 共品爱意四季 陈意竹 陈梦瑶  吴汶萱

29 04-娃哈哈 宜茶时不宜迟（2幅） 王淑禹 吴汶萱

30 04-娃哈哈 味有暗香来（3幅） 王嘉如 郑玉烨 吴汶萱

31 04-娃哈哈 我，与众不同 （2幅） 翟永晴 吴汶萱

32 04-娃哈哈 宜时充电，时刻在线 （2幅） 李晓婉 张小华

33 04-娃哈哈 茶尚好，不易迟 陈永馨 张小华

34 04-娃哈哈 好茶，不宜迟 吴婉仪 张小华

35 04-娃哈哈  样式有百搭，自信有底色 （2幅） 陈意竹 张小华

36 04-娃哈哈 宜茶时刻，好茶不宜迟 彭晓茵 张小华

37 04-娃哈哈 有趣无处不在 （2幅） 罗芷茵 张小华

38 04-娃哈哈 毕业季（3幅） 沙雨然 吴汶萱

39 04-娃哈哈 口喉之香（1幅） 王芷若 吴汶萱

40 04-娃哈哈 我对“它”有别样的感情（3幅） 帕合茹尼沙  娜菲沙·木拉提 吴汶萱

41 04-娃哈哈 让生活充满个性（2幅） 徐艺婷 吴汶萱

42 04-娃哈哈  回忆青春守护童趣  陈昕怡 吴汶萱 创意不明确,平面不协调

43 04-娃哈哈 娃哈哈，你拿得到吗（3幅） 方海燕 吴汶萱

44 04-娃哈哈 我们之间 不能少了它（3幅） 丘小芷 吴汶萱

45 04-娃哈哈 巧思无限（1幅） 曾帅君 胡莹



46 04-娃哈哈 一口宜茶时，Battle不再慌（2幅） 黄淑慧

47 04-娃哈哈 好时宜好茶（3幅） 孟立涵 何建平

48 04-娃哈哈 花似茶（2幅） 李梦瑶 郑昊 胡莹

49 04-娃哈哈 花予茶香（1幅） 李梦瑶 胡莹

50 05-杜蕾斯 开着干活，不怕热（1幅） 吴勤有 吴汶萱

51 05-杜蕾斯 安全贴合，放心开车（1幅） 王景雅 吴汶萱 图形没有该有的味道

52 05-杜蕾斯 贴合更幸福（1幅） 陈芷菁 吴汶萱 注意整体轮廓之美

53 05-杜蕾斯 让你的今夜，多加一张王牌（3幅） 吴佳益 吴汶萱

54 05-杜蕾斯 多重爽度，极乐体验（1幅） 单芳慧 胡莹

55 05-杜蕾斯 高潮警告（3幅） 陈永馨 吴汶萱

56 05-杜蕾斯 第一时间，感受你的感受（1幅） 柯舒婷 吴汶萱

57 05-杜蕾斯 让爱更紧一些（1幅） 钟铖 吴汶萱

58 05-杜蕾斯 杜蕾斯系列海报（2幅） 吴泽鸣 胡莹

59 05-杜蕾斯 重重温度，极乐爆表  单芳慧 张小华

60 05-杜蕾斯 拔萝卜  钟铖 张小华 注意轮廓的美感与节奏

61 05-杜蕾斯 美妙三重（3幅） 邹凯阳 张小华

62 05-杜蕾斯 “她”说 张馨予 张小华

63 05-杜蕾斯 新的体验，性的感觉(3幅) 贺晨阳 吴汶萱

64 05-杜蕾斯 intense的甜言蜜语(3幅) 王天昊 吴汶萱 ps要处边线与背景的关系

65 05-杜蕾斯 与你更紧更贴合（2幅） 赵蔚晴 吴汶萱

66 05-杜蕾斯 冰•火（2幅） 周注丽 吴汶萱

67 05-杜蕾斯 不一样的结局(1幅)  阿布都克衣木·买买提明 吴汶萱

68 05-杜蕾斯 紧（3幅） 方梓钧 柯秀霞 胡莹

69 05-杜蕾斯 三重美妙，尽在一套（1幅） 黄淑慧 吴泽鹏



70 05-杜蕾斯 烎 陈铭洵 字体边线显得粗燥

71 05-杜蕾斯 久旱逢甘霖，润物细无声 谢梓建

72 05-杜蕾斯 Durex未来实验室（2幅） 靳华 胡莹

73 06-爱华仕箱包 装下你的奇妙世界 任秋钰 吴汶萱

74 06-爱华仕箱包  诗和远方，勇敢去闯（2幅） 邹凯阳 吴汶萱

75 06-爱华仕箱包 与众不同，YOUNG你好看 吴婉仪 吴汶萱

76 06-爱华仕箱包 潮流很简单 郑绮筠 吴汶萱

77 06-爱华仕箱包 成为最引人注意的人 郑绮筠 吴汶萱 需要广告语 

78 06-爱华仕箱包  出走青春  刘凌婧 刘振威 张小华

79 06-爱华仕箱包 极限劲“箱”  （2幅） 郑绮筠 李琦 张小华

80 06-爱华仕箱包 超劲青年  （2幅） 梁淑怡 张小华

81 06-爱华仕箱包 装你世界的Young   陈开周来 张小华

82 06-爱华仕箱包 够young，就不一样（1幅）  莫祖儿 吴汶萱

83 06-爱华仕箱包 “箱”信自己，年轻就要不一young（2幅） 吴雨桐 吴汶萱

84 06-爱华仕箱包 我就这young（3幅） 张纯宜 吴汶萱

85 06-爱华仕箱包 解封奇幻世界+劲不重young（3幅） 谢秀丽 吴汶萱

86 06-爱华仕箱包 箱包载你游世界（3幅） 陈睿 吴汶萱

87 06-爱华仕箱包 陪你浪“劲”世界（1幅）  黎伟键 吴汶萱

88 06-爱华仕箱包 太像？来点不一样 李梦瑶 胡莹

89 07-京东便利店 京东便利店，常伴在身边（2幅） 庄翊 吴汶萱

90 07-京东便利店 不喜欢京东便利店的理由 蔡泽铟 吴汶萱

91 07-京东便利店 就是这么省事 陈津津 吴汶萱

92 07-京东便利店 生活百宝袋（2幅） 李晓婉 吴汶萱

93 07-京东便利店 玩转便利生活（3幅） 谭清蕊 王嘉如 吴汶萱



94 07-京东便利店  便利送到你身边 （2幅） 谭清蕊 王嘉如 张小华

95 07-京东便利店  #我的半小时生活圈#（2幅） 陈芷菁 张小华

96 07-京东便利店 你需要的一切，尽在京东便利店  蔡泽铟 张小华

97 07-京东便利店 京东便利店 新鲜难抵挡  庄翊 张小华 修正边缘线,填充要到位

98 07-京东便利店 京东人的自白（3幅）  杨新有 吴汶萱

99 08-薇婷 用撕的力气可以享受光滑（2幅） 李信慧 吴汶萱 标题及文案需要艺术性表述

100 08-薇婷 重现女神魅力（2幅） 程祯洋 吴汶萱 标题及文案需要艺术性表述

101 08-薇婷 展现四季裸肌美（2幅） 王可幸 吴汶萱 标题及文案需要艺术性表述

102 08-薇婷 改变(2幅)  罗芷茵 吴汶萱 标题及文案需要艺术性表述

103 08-薇婷 丝滑溜溜溜（2幅）  彭晓茵 吴汶萱 标题及文案需要艺术性表述

104 08-薇婷 维纳斯的尴尬（3幅） 甄少妍 吴汶萱

105 08-薇婷 薇婷解决你的出糗场面（3幅） 林沁怡 孔呈韵 吴汶萱

106 08-薇婷 薇婷，发现你的裸肌美（3幅） 陈子琦 吴汶萱

107 08-薇婷 敢露一手（2幅） 郑玉烨 谭清蕊 吴汶萱

108 08-薇婷 让美丽没有意外 李琦 吴汶萱

109 08-薇婷 害怕的毛发 安舒琪 吴汶萱

110 08-薇婷 乌龙事件（3幅） 李晓婉 谢可彤 吴汶萱

111 08-薇婷 一涂则除，美丽展露 谢可彤 李晓婉 吴汶萱 标题及文案需要艺术性表述

112 08-薇婷 裸肌之美，一览无遗（2幅） 徐晓晴 林展谊 吴汶萱

113 08-薇婷 展现你的丝滑裸肌（1幅） 吴泽鸣 胡莹

114 08-薇婷 毛发的天生克星  （3幅)  王嘉如 郑玉烨 张小华

115 08-薇婷  四季时尚必备单品  (2幅） 陈津津 张小华

116 08-薇婷 脱掉一层，发现美丽  王景雅 张小华

117 08-薇婷 裸肌的美别让毛毛破坏  （3幅） 倪靖文 张小华



118 08-薇婷 薇婷发现你的裸肌美 （3幅） 张洛嘉 陈杭秀 张小华

119 08-薇婷 自由飞翔 王可幸 张小华

120 08-薇婷 沁香丝滑  陈梦瑶 张小华

121 08-薇婷 发现你的裸肌美（2幅） 陈梦瑶 张小华

122 08-薇婷 封面女郎的自信 钟采歌 张小华

123 08-薇婷 发现你的裸肌美（1幅） 梁雅婷 吴汶萱

124 08-薇婷 秀出你的美（2幅） 王婉玲 吴汶萱

125 08-薇婷  给你最温柔的呵护（1幅） 卡得力艳·居来提 吴汶萱

126 08-薇婷 秒P裸肌美（1幅） 韦菲菲 吴汶萱

127 08-薇婷 薇你脱衣（2幅） 冯宝芬 吴汶萱

128 08-薇婷 回归初生（2幅） 梁钰坤 吴汶萱

129 08-薇婷 能滑滑梯的皮肤（1幅） 郭凯婷 吴汶萱

130 08-薇婷   现在的物理题（1幅） 陈莹思 吴汶萱 不能拿敏感媒体做背景调侃，不能出现不雅网络语言

131 08-薇婷 芭蕾舞曲 （2幅）  彭晓莹 吴汶萱

132 08-薇婷 无需“修”出裸肌美（1幅） 关晴芬 吴汶萱

133 08-薇婷 发现你的裸肌美（2幅） 洪芷明 吴汶萱

134 08-薇婷 女孩子的潜台词（2幅） 林瑶 吴汶萱

135 08-薇婷 美丽没烦恼（2幅） 林瑶 吴汶萱

136 08-薇婷 我的女朋友是... 邹凯阳 李妙旋 吴汶萱 画面适当地方需加上必要列入元素

137 08-薇婷 "猕猴桃"女孩的救星（1幅） 詹文婷

138 09-薇婷 女性之美（2幅） 孟立涵 何建平

139 08-薇婷 夏天的小烦恼 张钰 胡莹

140 08-薇婷 当代女性爱美图鉴（3幅） 雷蕾 甄少妍 胡莹

141 08-薇婷 无惧秀出真我（3幅） 谢瑜 胡莹 文案位置微调



142 09-小迷糊 可爱迷糊贴面膜（3幅） 李信慧 吴汶萱

143 09-小迷糊 迷糊消消乐（3幅） 李韦钰 吴汶萱

144 09-小迷糊 心理活动(3幅) 罗芷茵 吴汶萱

145 09-小迷糊 享受“鲜”颜如此简单 倪靖文 吴汶萱

146 09-小迷糊 小迷糊的秘密（3幅） 邱宛娴 吴汶萱

147 09-小迷糊 自然是少女（2幅） 梁淑怡 吴汶萱

148 09-小迷糊 山茶花，不套路 吴彪 吴汶萱

149 09-小迷糊 变美，从何开始？ 钟汶洁 吴汶萱

150 09-小迷糊 小迷糊常伴你侧 刘凌婧 吴汶萱

151 09-小迷糊 茶香盈面 刘凌婧 吴汶萱

152 09-小迷糊 让肌肤回归天然  （2幅） 王嘉如 谭清蕊 张小华

153 09-小迷糊 突然黑屏也依然闪亮 朱淑盈 张小华

154 09-小迷糊 简单不套路 安舒琪 张小华

155 09-小迷糊 还原肌肤新生  单芳慧 张小华

156 09-小迷糊 简单自然，呵护你的美 （2幅） 陈永馨 张小华 第二幅画面不要用其他品牌logo（企鹅FM)

157 09-小迷糊 自然无添加，滋润你的美  谢可彤 张小华

158 09-小迷糊 天然本色，护肤出色 （3幅） 林展谊 徐晓晴 张小华

159 09-小迷糊 迷糊补水，滴滴入肤 （3幅） 谭清蕊 郑玉烨 张小华

160 09-小迷糊 迷糊消消乐  （3幅） 李韦钰 张小华

161 09-小迷糊 摆脱“滤镜”  翟永晴 张小华

162 09-小迷糊 万千套路，不如回归本真 郑绮筠 张小华

163 09-小迷糊 最好的礼物 （3幅）  柯舒婷 张小华

164 09-小迷糊 自带美颜，拒绝套路  （3幅） 吴婉仪 张小华

165 09-小迷糊 来做我的小迷糊蛋吧 （3幅） 陈子琦 张小华



166 09-小迷糊  不一样的面膜不一样的生活  （2幅） 钟铖 张小华

167 09-小迷糊 给你整日的清爽 钟汶洁 田湉 张小华

168 09-小迷糊 没有瓶瓶罐罐的烦恼 钟汶洁 田湉 张小华

169 09-小迷糊 提亮就这么简单 钟汶洁 田湉 张小华

170 09-小迷糊 去掉浮夸滤镜，回归本真自我  陈意竹 张小华

171 09-小迷糊 山茶花，不套路 吴彪 张小华

172 09-小迷糊  透  （2幅） 邹凯阳 张小华

173 09-小迷糊 植物力量造就自然真美 （2幅） 莫凯文 张小华

174 09-小迷糊 率性而活 陈津津 张小华

175 09-小迷糊 我有自然鲜颜素颜霜  林沁怡 张小华

176 09-小迷糊 护肤就要一步到位  （3幅） 邱宛娴 张小华

177 09-小迷糊 捉迷藏 （3幅） 孔呈韵 张小华

178 09-小迷糊 谁说这世界非黑即白  （3幅） 陈芷菁 张小华

179 09-小迷糊 小迷糊制造（3幅） 程祯洋 张小华

180 09-小迷糊 喜欢你，没套路 王景雅 张小华

181 09-小迷糊 沉睡的公主  吴勤有 张小华

182 09-小迷糊 小迷糊与拇指女孩（3幅）  张馨予 张小华

183 09-小迷糊  打造素颜好气色 任秋钰 张小华

184 09-小迷糊 你跟小仙女之间还差？  倪靖文 张小华

185 09-小迷糊 有态度，不套路 彭晓茵 张小华

186 09-小迷糊 神奇的膜布 （3幅） 罗芷茵 张小华

187 09-小迷糊 偶尔迷糊一下 （3幅） 雷蕾 甄少妍 张小华

188 09-小迷糊 难免迷糊 （3幅） 雷蕾 甄少妍 张小华

189 09-小迷糊 补水棒棒 （2幅） 陈杭秀 张小华 构图要平衡，品牌标志放在左上角较好



190 09-小迷糊 拒绝繁琐，简单自然 蔡泽铟 张小华

191 09-小迷糊 自信裸妆  陈开周来 张小华

192 09-小迷糊 蛋壳美肌的秘密 陈梦瑶 张小华

193 09-小迷糊 天然计划  李信慧 张小华

194 09-小迷糊 本真自我 钟采歌 张小华 

195 09-小迷糊 小迷糊加法（3幅）  王浩源 吴汶萱

196 09-小迷糊 少女的魔法 （1幅）  杨敏纯 吴汶萱

197 09-小迷糊 小迷糊包装（3幅） 刘凌婧 李晓婉

198 09-小迷糊 招蜂引蝶（2幅） 李晓婉 吴汶萱

199 09-小迷糊 粉色海报（1幅） 李晓婉 蒋婧英

200 09-小迷糊 黄色海报（1幅） 蒋婧英 姚海霓

201 09-小迷糊 绿色海报（1幅） 姚海霓 李晓婉

202 09-小迷糊 最美女孩（3幅） 刘心桦 邱子嫣 黄以然

203 09-小迷糊 自然鲜颜（3幅） 李梦瑶 胡莹

204 09-小迷糊 天然护肤不迷糊（1幅） 李梦瑶

205 10-课工场 时刻充电，和知识一起上路（3幅） 莫凯文 吴汶萱

206 10-课工场 左耳进，右耳出（2幅）  李月银 吴汶萱

207 11-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创意我匠心+（2幅） 朱淑盈 吴汶萱

208 11-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创意我创建 陈子琦 吴汶萱

209 11-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创意我匠心 （2幅） 朱淑盈 李信慧 张小华

210 11-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红色星球 安舒琪 张小华

211 11-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POP泡泡 刘凌婧 刘振威 张小华

212 11-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创意我探索 徐晓晴 林展谊 张小华

213 11-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创意我亮丽 翟永晴 张小华



214 11-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创意我无线  吴勤有 张小华

215 11-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创意我构造 任秋钰 张小华

216 11-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大广赛IP-小光（1幅） 易秋宇 吴汶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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