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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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策划案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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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谱青年 詹泽权 杨宁璐 黄智林 吴泽鸣 朱郅垚 华薇

2 01-责任与担当 糯敢当 詹泽权 杨宁璐 黄智林 吴泽鸣 朱郅垚 华薇

3 01-责任与担当 出言不逊色 黄俊峰 刘世威 白雪凤 潘玉莹 周如芳 华薇

4 01-责任与担当 破冰练习生 黄远晖 李韦钰 谢可彤 谢君仪 曾帅君 华薇

5 01-责任与担当 动手吧，早点！ 何紫婷 朱冠儒 陈永馨 陈茵婷 姚海霓 华薇

6 01-责任与担当 我们真不赖 马咏黛 董婷婷 陈枫林 沈洪淼 韦倩 华薇

7 01-责任与担当 启“动”计划 张鸿铭 张慧琳 黄敏 张玥 华薇

8 01-责任与担当 “课”不容缓 林馨怡 代向祺 林静仪 邝珉萱 刘颖 华薇

9 01-责任与担当 打理幸福 林康燕 陆婉桦 吴诗迪 王梓桐 庞丽婷 华薇

10 01-责任与担当 公仔 王欣 刘婉玲 陈曦 张洛嘉 翟永晴 华薇

11 01-责任与担当 决战柠檬睛之眼保健操，出击 蒋婧英 苏君仪 陈晓望 许馨月 向宇 华薇

12 01-责任与担当 表达情绪，没关系 贾婷 王嘉如 杨佩莹 陈子琦 曾宇 华薇

13 01-责任与担当 理性消费，拒绝非法网贷 杨国英 李珊 陈斐然 马铭雪 华薇

14 01-责任与担当 行无障碍 董惠珍 鍾瀅影 何芸 梁子晴 潘荣金 华薇

15 01-责任与担当 让我们荡起双桨 高璐颖 蔡雯杨 薛天禧 刘琦 钟燕婷 华薇

16 01-责任与担当 有话好说 许俊兴 岑幸颖 朱淑盈 林敏玲 郭聪睿 华薇

17 01-责任与担当 爱在当下 朱雅琳 黄欣敏 曾妍 黄钰涵 谭欢欢 华薇

18 01-责任与担当 拜托，才一半 姚艺 黄舒芹 李思莹 林乐丹 陈倩婷 华薇

19 01-责任与担当 宿舍大作战 米朝华 康嘉怡 陈津津 刘鸿斌  杨生彬 华薇

20 01-责任与担当 知情识“绪” 邱宛娴 陈雅诗 江颖 石昕芮 程祯洋 华薇



21 01-责任与担当 你好正啊 林小玲 徐金月 庄尔雅 童靖涵 李源源 华薇

22 01-责任与担当 这厢有礼了 王紫璇 甄少妍 柯舒婷 王直美 安舒琪 华薇

23 01-责任与担当 靠谱青年 靳华 杨东 林子衡 郭雨晴 黎晓茵 华薇

24 01-责任与担当 秋江花月夜 郭雨晴 黎晓茵 靳华 杨东 林子衡 华薇

25 02-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 “鲜”味十足 刘鸿斌 柯舒婷 张鸿铭 杨生彬 黄玉波

26 03-一汽大众 去野行动指南 黄俊峰 任秋钰 詹泽权 雷蕾 徐晓晴 黄玉波

27 04-娃哈哈 一點甜酸奶新品策划案 王雪如 吴婉纯 李锦萃 黄蔚祺

28 04-娃哈哈 不单一味，不止于此策划案 王芷若 张窈芸 杨新有 朱明佳 陈丽娜

29 05-杜蕾斯 水流深，火就燥 朱雅琳 蔡雯杨 薛天禧 吴彪 黄玉波

30 05-杜蕾斯 共杜春宵 王欣  曾紫钦 蔡泽铟  莫凯文  郑绮筠 黄玉波

31 06-爱华仕箱包 来点不一Young 李梦瑶 郑昊 郑琳 黄玉波

32 06-爱华仕箱包 不撞更带劲！ 姚艺 陈倩婷 林乐丹 林展谊 李信慧 黄玉波

33 06-爱华仕箱包 玩转角色 林康燕 陆婉桦 陈晓望 倪霄 黄玉波

34 07-京东便利店 零机一动 钟铖 刘婉玲 吴婉仪 居傲然 林小玲 黄玉波

35 07-京东便利店 “怕麻烦人类”观察记 王嘉如 郑玉烨 黄远晖 谭清蕊 王紫璇 黄玉波

36 07-京东便利店 生活万事屋 杨鹤鸣 韦倩 谢可彤 林沁怡 黎晓茵 黄玉波

37 08-薇婷 身体护理第一步 郭欣 吴泳瑱 鲁洁 周晓茵 张瑞岚 陈丽娜

38 08-薇婷 美丽不带刺 林瑶 邹凯阳 苏君仪 张馨予 李妙旋 黄玉波

39 08-薇婷 美，经得起细看 庞丽婷 王梓桐 陈佩贞 陈麾 陈兆伟 陆亚明 黄玉波

40 08-薇婷 可爱又浪漫的小麻烦 朱郅垚 王直美 陈梦瑶 钟采歌 吴泽鸣 黄玉波 胡莹

41 09-小迷糊 顾虑拜拜 陈茵婷 郑琳 陈宝如 曾阮晴 何紫婷 黄玉波 钟书平

42 09-小迷糊 小迷糊的变美计划 陈斐然 马铭雪 康嘉怡 罗芷茵 李珊珊 黄玉波

43 09-小迷糊 执迷不误，年轻有度 蒋婧英 李晓婉 姚海霓 吴一淇 刘凌婧 黄玉波 钟书平



44 10-课工场 行动！就此课 陈开周来 倪靖文 钟汶洁 董惠珍 向宇 黄玉波

45 10-课工场 猩猩的进击 王淑禹 梁淑怡 李琦 沈洪淼 马咏黛 黄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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