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第六届紫金奖·文创产品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名单

（一）文创产品综合赛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1 金奖 PW2019101012365 造物的诗学
张明；卢慧杰；刘佳敏；宋辞；蔡汉文；郝盛楠；

陈娟；王信；陈雪；何以诺；陈婷

2 金奖 PW2019091610011 青蓝生活 吴灵姝；倪沈键

3 银奖 PW201909159382 继 姜炤

4 银奖 PW201909147219 潺潺 陈言

5 银奖 PW2019091710392 藏“荷” 项宏；常媛媛

6 银奖 PW201909169981 归来 樊进；李进；吉磊

7 银奖 PW201908312169 一品清廉（莲）·文房九件套 葛志文

8 银奖 PW201909158821 中华文明·大运河 谢强

9 铜奖 PW2019092010807 润物无声可浇花的除湿器 邓嵘；刘胜和；祁峥

10 铜奖 PW201909148087 游乐园 成乡；卢冰娇；陆志军

11 铜奖 PW201907140896 本体抽离 周珂

12 铜奖 PW201909159489 诗意的机器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13 铜奖 PW201909022302 续写青铜时代 应宜珈；吴映月；应林强；戴敏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14 铜奖 PW201909094008 苏州园林系列篆香炉 苏州炉缘雅舍艺术品有限公司；吴子阅；吴震中

15 铜奖 PW2019092811371 不漆而遇（系列作品） 江苏漆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刘永康

16 铜奖 PW2019093011757 “文润江苏”文创产品设计 王栋；印茜文；杨清；黄转男；刘兮兮

17 铜奖 PW201909115426 门神 耿加乾

18 铜奖 PW2019092600346 扎染挂饰系列 吉磊；郁丹妮

19 优秀奖 PW201909042706 “明孝陵”延伸产品设计 张页

20 优秀奖 PW201908211502 小确幸 景德镇蓝印子贸易有限公司

21 优秀奖 PW201909115611 延·Spradoo——陶瓷音响系统 苏州延声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朱芳琼

22 优秀奖 PW201908261739 茶意东方 陈俊

23 优秀奖 PW201908211486 龙隐杯 谈珂

24 优秀奖 PW201908281863 双喜玲珑掐丝珐琅彩对杯 喻晟

25 优秀奖 PW201909022291 避暑山庄——戏说乾隆系列 承德避暑山庄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曾国源

26 优秀奖 PW201909022308 禅茶具 许小权；陈颖

27 优秀奖 PW201909032335 青釉——十二生肖系列桌面摆件设计 兰浩天

28 优秀奖 PW201909042652 东方白玉——多福系列 卢雨梦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29 优秀奖 PW201909053150 陀螺杯 景德镇富玉青花玲珑陶瓷有限公司

30 优秀奖 PW201909104610 风雅颂 苏州盛风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31 优秀奖 PW201909137040 暗香香插 魏杭帅；黄城峰；路毅杰

32 优秀奖 PW201909137144
远山的呼唤——冰纹蛋壳镶嵌石形脱

胎漆艺花器设计
高志强

33 优秀奖 PW201909147764 新中式生活美学茶空间《苏园记》 朱墨春；史志晔；关惠；徐学清

34 优秀奖 PW201909158809 包之竹韵 丁邦才

35 优秀奖 PW2019091710372 “福”牌系列潮品设计 吉磊；王黎

36 优秀奖 PW2019091810540 漆悦锦年 苏州天工巧绘陈设艺术有限公司

37 优秀奖 PW2019092010768 蛇影 李世龙

38 优秀奖 PW2019092600254 “竹福竹愿”系列时尚创意竹编子母包 江苏广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梁峰

39 优秀奖 PW2019093011750 叠
南京粽角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连云港文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0 优秀奖 PW2019092500178 海誓山盟杯 江苏海州湾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1 优秀奖 PW201907261023 锦记笔记本 南京承创织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2 优秀奖 PW201908011064 土家族乡村旅游区文创家居产品设计 唐鲲翔

43 优秀奖 PW201908211560 凤凰涅槃 周忠军；郑帅；周靖寓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44 优秀奖 PW201908271808 盛世同春 杨珍；韩燕；孔小芳；陈园园

45 优秀奖 PW201909073514 大耳有福 钟海珠

46 优秀奖 PW201909105104 宋代四雅 江苏域润疆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伏昭青

47 优秀奖 PW201909115698 “秋蝉”风筝系列 沈鲁娜

48 优秀奖 PW201909126109 藏 李玥

49 优秀奖 PW201909126545 无想风铃 南京溧水商贸旅游集团天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0 优秀奖 PW201909147938 江南食肆 陈子禾；唐嘉薇

51 优秀奖 PW201909159208
谁持彩练当空舞——时尚扎染艺术系

列
周莉；刘素琼；顾鸣；刘敏

52 优秀奖 PW201909159310 果酒包装设计 黄梦茹

53 优秀奖 PW201909159578 蓝·印 陈靥

54 优秀奖 PW2019093011591 鹤鹿同春
马丽丽；张楠；戴旋；胡凌霞；张军；王文广；

顾晓卉；杨军；祝洪萍；吴俊

55 优秀奖 PW2019093011759 连锁反应 翟伟民

56 优秀奖 PW201907110787 “运河四景”创意中式文房套组 淮安壹零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57 优秀奖 PW201909053051 且一 黄煜程；朱钊盛

58 优秀奖 PW201909148076
关怀的维度——视障儿童益智玩具设

计
姚翰超；邵磊磊；刘家惠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59 优秀奖 PW201908241694 凤戏牡丹 虞锦窕；南京平子坊服饰有限公司

60 优秀奖 PW201908271825 冲剂杯 岳翔；赵于帛

61 优秀奖 PW201908281897 《桥》骨质瓷茶餐具 苏州炉缘雅舍艺术品有限公司；吴子阅；吴震中；张亮

62 优秀奖 PW201907230994
“品九里”——基于九里村传统文化的

茶具设计
吕帅

63 优秀奖 PW201909053219 《静器》漆陶组合 王静；邵宗稳

64 优秀奖 PW201909083762 天地人和邮票
亚设中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张景春；

夏仁睿；孔立；李宗桦

65 优秀奖 PW201909083783 米芾拜石 黄强；徐凤培

66 优秀奖 PW2019091910651 凤求凰 南京秋田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7 优秀奖 PW201909094162 冰梅艺术围巾 苏州肯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8 优秀奖 PW201908231640 《万福四喜》系列笔筒/锦盒 庄志诚；诸唯新；许成忠

69 优秀奖 PW201909147467 猪肉脯包袱布包装 南京喵吾生活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70 优秀奖 PW201909159257 《异与同》系列生肖瓷盘 雷诗莹

71 优秀奖 PW2019092500463 船头印象·功夫茶道 赣榆区委宣传部

72 优秀奖 PW2019092911429 怀袖雅物 苏州集粹时尚创意设计有限公司；陈颖；赖雯敏

73 优秀奖 PW2019101512912 徽印系列 李辉雄；段丽莎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74 优秀奖 PW2019101513019 海上传奇 武金慧

75 优秀奖 PW2019101813342 LANVAS九宫格秦淮花灯 俞鉴真；雷曼莉

76 优秀奖 PW2019093000081 福连祥云系列茶具 江苏海州湾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77 优秀奖 PW201909093967 间凡·茶舍 福裕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78 优秀奖 PW201907120849 国际象棋调味瓶设计 尚磊

79 优秀奖 PW201907301047 《丝音》文创产品 王丽丹

80 优秀奖 PW201908021065 梵净山三宝 孙书鑫

81 优秀奖 PW201908051117 “品味”茶具 肖瑱

82 优秀奖 PW201908071133 “建国 70周年”会议杯 付碧林

83 优秀奖 PW201908201414 掐丝珐琅香炉《一团和气》 顾建福；张俊杰

84 优秀奖 PW201908211487 南瓜茶具套礼 谈珂

85 优秀奖 PW201908221616 复·质 朱玢佶

86 优秀奖 PW201908231635 《翎》骨质瓷茶餐具 庄志诚；诸唯新；夏新花

87 优秀奖 PW2019092900217 云游 杨天童

88 优秀奖 PW201908271827 红色记忆之“怀旧军旅”系列 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张媁媗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89 优秀奖 PW201908281873 折·十二生肖 秦缘

90 优秀奖 PW201908281887 多彩板鹞·多彩生活 刘剑锋

91 优秀奖 PW201909104503 糖豆儿 李净仪；杨清；徐凯；鹿博晓；刘颖颖

92 优秀奖 PW201909104580 汉文曡书 大匠头

93 优秀奖 PW201909104773 妙法莲华丝巾——藏青色 无锡灵山景区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94 优秀奖 PW201909104972 谛山海
鲁圣杰；张鸿源；李佳奇；胡晓童；

王文涛；杨诗婕；王啸宇

95 优秀奖 PW201909115193 织影灯 江苏创品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96 优秀奖 PW201909147886 1912美好年代 李雨晗

97 优秀奖 PW201909148036 福禄寿喜——日用餐具 姚翰超；邵磊磊；张凡

98 优秀奖 PW201909158650 流动的文化·飏帆 叶云琰

99 优秀奖 PW201909159610 新云纹——云纹元素的现代包装运用 倪涵；徐硕

100 优秀奖 PW201909159842 余东印象 李世林；宋思潼；张马羽

101 优秀奖 PW2019091610134 《竹的猜想系列之二》23件套茶具 陈蒙泰

102 优秀奖 PW201909147372 科举文化雨花茶迷你罐 南京喵吾生活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103 优秀奖 PW2019092010746 锦绣苏椅
南京秋田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南京观朴艺术博物馆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104 优秀奖 PW2019092911412 四季园林 李静；刘若愚

105 优秀奖 PW2019093000055 百变昆曲 翟伟民

106 优秀奖 PW2019102113399 够 pork 岑晓华

107 优秀奖 PW2019102213639
车田酉礼——重庆市酉阳县车田乡文

创设计
孙筝筝；刘佳欣

108 优秀奖 PW2019101113729 《春半园林》首饰展台 钱春虞；钱如祥

109 优秀奖 PW201909159255 《四季棂动》香薰驱蚊手环 谷明

110 优秀奖 PW201909148218 云卷云舒 尹子晗

111 优秀奖 PW201909158621 基于独创技术的艺术台灯系列 黄波

112 优秀奖 PW201909158678 《立青》花器 马冀

113 优秀奖 PW2019092210863 海岸线 陈骁

114 优秀奖 PW201909148012 东坡旅行杯 秦志磊

115 优秀奖 PW2019101813319 鼠来保 艺拓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116 优秀奖 PW201909063459 925纯银轩窗梅瓶系列套装 苏州衣锦媚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117 优秀奖 PW2019093011761 现代蓝印虎纹包系列
马丽丽；周科；陈月江；倪要武；

宗华婷；孙志芹；季凡；陈昊；李细珍

118 优秀奖 PW201907120808 秦淮八艳遮阳伞
南京夫子庙状元郎礼物有限公司；

江苏怪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119 优秀奖 PW201908211493 墨彩系列——待放 苏州市祯彩堂工艺社

120 优秀奖 PW201909063316 运走宿迁 宿迁市钟吾印象丝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21 优秀奖 PW201909063430 御制太合|御伞 北京御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霍大伟

122 优秀奖 PW201909063461 925银镀金菊花人淡如菊系列套装 苏州衣锦媚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123 优秀奖 PW201909136723 《萌宠膳》坚果系列包装 秦露

124 优秀奖 PW201909158919 龙凤呈祥 许俭

125 优秀奖 PW201908151259 五彩祥意杯 景德镇富玉青花玲珑陶瓷有限公司；吕雅婷

126 优秀奖 PW201909159645 雨花石橡皮擦 陈锦溪；卢钟波；方良芳

127 优秀奖 PW2019091810575 锟·虫系列首饰设计胸针 闫通

128 优秀奖 PW201909159124 文石·知音 刘腾；张晶；郑艳婷

129 优秀奖 PW201909169991 古今 吴元新

130 优秀奖 PW2019092010772 鱼戏莲叶间 李世龙

131 优秀奖 PW2019092310888 国粹经典——生旦净末丑系列珠宝 卢笑

132 优秀奖 PW201907190954 繁花系列 2 田伟玲

133 优秀奖 PW2019101913347 气节印象·春 裴悦舟；刘颍希；陈泳存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134 优秀奖 PW201909126055 竹衣·座凳 郭超超

135 优秀奖 PW201909147350 筠来 孟赟

136 优秀奖 PW2019102213648 传统文字甲骨文节气文创设计 李婧娇；杨蕊妤

137 优秀奖 PW201909158825 瑞气祥云 李斌

138 优秀奖 PW201909147452 盘·它 周书越

139 优秀奖 PW201909159372 有机物手工银饰——微光与织华 林宜桦

140 优秀奖 PW2019091610237 秘境 陈思雯

141 优秀奖 PW2019091710481 宋·韵 韩佳呈

142 优秀奖 PW2019092900227 大圣观月 杨天童

143 优秀奖 PW201909126427 鱼化龙·多功能香器 杜勤勉

144 优秀奖 PW201909126441 《曼荼罗香道》套件 乔治；王慧；张晨光

145 优秀奖 PW201909126526 法起轮廓杯 江苏海州湾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46 优秀奖 PW201909136766 “阿妹老酒”黄酒包装 秦露

147 优秀奖 PW201909147397 名媛猫牛轧糖包装 南京喵吾生活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148 优秀奖 PW201909136909 《“福禄禧”元宝礼盒》坚果包装 张苏晨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149 优秀奖 PW201909147471 《拉格瓦》台灯包装设计 陈庭庭

150 优秀奖 PW201909147535 椒眉辣言 杨雪

151 优秀奖 PW201909158929 福熙六安瓜片 胡惠敏

152 优秀奖 PW201909159013 五色四季 陈述；廖沂嘉

153 优秀奖 PW201909159215 音节 洪灵慧；梅涛；张祎；林张怡

154 优秀奖 PW201909159106 邮米 蒋彦丰

155 优秀奖 PW2019092310872 “窗”收纳系列 陈伟彬；谢珊羚；邓宜乐；董境君

156 优秀奖 PW2019092410950 乖乖隆地咚 王轩

157 优秀奖 PW201909063360 唐糕品牌形象推广 严丽莎

158 优秀奖 PW201909053177 《西游系列》休闲食品包装设计 蒋旭；汤红利

159 优秀奖 PW201909063269 十二生肖系列饼干包装 胡森；王庆；张璐

160 优秀奖 PW201909159695 乡记——rural records桌面用具设计 韩振民

161 优秀奖 PW201909094158 桥系列香具 苏州炉缘雅舍艺术品有限公司；吴子阅；吴震中；张亮

162 优秀奖 PW201909159793 猪鼻子口哨糖 陈锦溪；方良芳；吴畅

163 优秀奖 PW201909159280 《信义》关帝脸谱八宝印泥 谷明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164 优秀奖 PW2019101813340 活字印刷系列文具 王涛；陈涛；余晓华；周程

165 优秀奖 PW201909148225 昆曲陈情 韩芷然；王智敏

166 优秀奖 PW201909148280 秦淮流光 邢晔；靖江市格外设计有限公司

167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7210967 璧象 陈冬梅

168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8011057 编织的视觉 芮洪园

169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8151265 Bellis Perennis L . 孟珂

170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053207 《印象苏南》壁画稿设计 王斌

171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063468 WAIT 杨硕

172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073669 猫也本虎属 戴虹颖

173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36732 云门舞集-行草 花子耀

174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37108 一叶扁舟 裘娜娜

175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48126 无华——江南印象设计 樊啸风

176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710457 叠 张睿

177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101512921 典藏系列 华南师范大学；李辉雄

178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101513176 木二椅 台湾成功大学；徐乐；林幸民

179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7160919 城市智能移动公厕 葛琳琳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180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7090706 石中生花腕表 徐文兵

181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7160922 儿童点滴架 卢洪艳



（二）博物馆文化创意设计赛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1 金奖 PW201909115548 与谁同坐——吴门画派之青少年

教育互动展
苏州博物馆

2 银奖 PW201909147501 “读城”系列展览 首都博物馆

3 银奖 PW201909115492 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主题活动 御鉴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4 银奖 PW201909104443 丹青婉约大雅斋 江苏弈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5 银奖 PW2019093011556 幻海溢彩 上海博物馆艺术品公司

6 铜奖 PW201909053227 故宫里的海洋世界 深圳招商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7 铜奖 PW201909126423 江南生活美学展 浙江省博物馆

8 铜奖 PW201909126336 青葵剧社 河北博物院

9 铜奖 PW201909159353 文物的新装 南京企图视觉设计有限公司

10 铜奖 PW201909158635 “神秘的大海 奇妙的盐晶”——
中国海盐博物馆少儿课堂

盐城中国海盐博物馆

11 铜奖 PW201909022255 虞美人系列 李向宇

12 铜奖 PW201909158894 大运河争先棋 首都博物馆

13 铜奖 PW201909104611 中博记忆——南博大殿 华婷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14 铜奖 PW2019092811304
“苏香”——江苏古代女子生活美学

传承与创新设计
南京林业大学；吕静；何文慧；王梦思；陆瑶；唐云婷

15 铜奖 PW2019093011781
连云港市博物馆《神乌赋》绘本及

文创产品设计

王栋；印茜文；杨清；于安澜；

徐向阳；边雯；胡嘉琦

16 优秀奖 PW201909126426
漂洋过海的遇见——故宫博物院教

育展
故宫博物院

17 优秀奖 PW201909136843
南京六朝陵墓石刻的数字化保护展

示设计
姚璐

18 优秀奖 PW201909159174 蓝印花布传统印染技艺及文创展 丁俊

19 优秀奖 PW201909104738 洪武流韵——南京·小地名大历史 明孝陵博物馆

20 优秀奖 PW201909115663 江南文化主题概念展 陈曾路

21 优秀奖 PW201909147576
千年一脉 水润吴城——中国大运

河苏州古城段遗产解读展
贝莉

22 优秀奖 PW201909094125 前墅龙窑展示馆 爻见联合工作室

23 优秀奖 PW201909136783
科艺融合的文化传承——文化遗产

数字化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数字媒体设计工作室

24 优秀奖 PW201909136832
“藏在木头里的灵魂”明代建筑与榫

卯结构教学课程
明孝陵博物馆

25 优秀奖 PW201909115401 我们都是小旗手 南京市博物总馆

26 优秀奖 PW201909147456 看天博展览 听天津故事 天津博物馆

27 优秀奖 PW201909126440
美育智联——互联网+新技术辅助

下的博物馆教育游戏设计
苏州博物馆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28 优秀奖 PW201909158712 自说自话的文字 河南博物院

29 优秀奖 PW201909159666 独木舟计划 上海博物馆

30 优秀奖 PW2019092310881 赏清明上河图 探中国伞文化 郜珊珊

31 优秀奖 PW201909147228 骰·绸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周凡舒

32 优秀奖 PW2019100912032 花开大漆掐丝嵌螺钿化妆镜 傅川

33 优秀奖 PW2019092511061 琉璃拱门之“感恩”系列 江苏普劳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4 优秀奖 PW201909159412 南京博物院激光创客文创系列三 武汉海芬科技有限公司

35 优秀奖 PW201909159746 “太平有象”文化创意衍生品 南京林业大学；康若青

36 优秀奖 PW201909032523 花隐——沉香果实系列首饰 南京百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7 优秀奖 PW201909147923
史前萌萌的——南博精灵馆藏萌化

系列
赵雨萌

38 优秀奖 PW2019091710325 “非常陶喜”六朝陶俑文创设计 南京林业大学；肖瑞云

39 优秀奖 PW201907261022 南京博物院文创纸雕灯设计 隗莉

40 优秀奖 PW201909042674
大观园系列产品、溪山雨意系列产

品、杏林春燕系列产品
国博（北京）文化产业发展中心

41 优秀奖 PW201909083912 留水·见山系列酒礼盒 朱悦箫

42 优秀奖 PW201909115683
大运河文化创意与衍生设计——苏

州“阊门即事”文化主题
林惠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43 优秀奖 PW201909159445 慢生活——衣食住行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44 优秀奖 PW2019091610036
浓妆淡抹总相宜——昆曲系列文创

设计

金陵科技学院动漫学院；朱红红；

陈子昂；卞雪婷；陈静

45 优秀奖 PW2019100912224 《遇见》大漆剔犀首饰套组 诸乾泰漆器工作室

46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48333
“须弥亭”——“彩凤鸣岐”七玄琴临

时展厅设计
陈泽慧

47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47948 扬州八怪也可以“萌萌哒” 华雪

48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59386
“大报恩寺琉璃塔”南京博物院文创

设计
洪嘉乐

49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610192
百子千祥——缂丝瑶台百子图文创

产品设计
姜静茹

50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2110814
“来自民国的新年礼”——南京博物

院民国馆文创设计
南京林业大学；刘海媛

51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15661
大运河文化创意与衍生设计——扬

州“乾隆下江南”文化主题
尤晶晶

52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15675
大运河文化创意与衍生设计——镇

江“水漫金山”文化主题
陆凤超

53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15685
大运河文化创意与衍生设计——无

锡“水弄堂”文化主题
丁倩

54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47229 南京博物院竹林七贤文创设计 王颖；陈峰

55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47334 高庄故事 许康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56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47360
“雅韵随性“六朝画像砖文创产品设

计
王琮



（三）服装创意设计赛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1 金奖 PW2019101513168 年味 陶颖彦；潘红梅；王银明；高海琳；周洁；夏雪

2 银奖 PW2019101000245 吴侠 陈颖

3 银奖 PW201909063455 山色·有无 张堇辰

4 银奖 PW201907120801 UN——BOUNDARY 徐加娟

5 银奖 PW2019101513118 新式中山装 徐州昆上服饰有限公司

6 铜奖 PW2019101412814 戏影 蔡琪

7 铜奖 PW201909158612 年画铺 姚庆；陈秋雨

8 铜奖 PW2019101412789 尔雅 李晓宇；苏州圣戈迪尔服饰有限公司；李正

9 铜奖 PW2019100611863 食味淮扬 邓明伟；林洁；王佳

10 铜奖 PW2019101112374 戏如人生 徐小明；胡娜；潘刚；孙语嫣；于剑；陈艳琳；田玉雯

11 铜奖 PW2019101412850 一枝春 曹薛蒙；王峰

12 铜奖 PW201909022252 瑞兽赴江南 张守信；张晋铭；郭妍汐

13 铜奖 PW201907130868 侠客行 王高峰

14 铜奖 PW2019101412844 墨染 许静晶；袁华铃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15 铜奖 PW2019101412816 菁菁年华 陈欣；杨慧娟

16 优秀奖 PW2019101512959 烟绡·藏 韩晴；刘端荣；石磷岩

17 优秀奖 PW2019101513173 姜陶 张佳妮；陈欣

18 优秀奖 PW2019101412823 锦绣年华 卞玉樊；邹文婉

19 优秀奖 PW2019101412848 点墨成山 贺雯怡；袁佳乐

20 优秀奖 PW2019101412863 柒染 徐英茗；张宏伟

21 优秀奖 PW2019101412849 墨韵 王雨；高大山

22 优秀奖 PW2019101000265 Descendants of Dragon 徐文洁；于淑凡；岳满

23 优秀奖 PW2019102113523 霓裳 成婷；许秀娟；程玉平

24 优秀奖 PW201908261785 呓 陈文竹

25 优秀奖 PW2019101512956 花前月下 张宇帆

26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101713280 竹帛 林维治

27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101412813 水墨意蕴 袁野

28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2711270 纸鸢 纪鹏程

29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101412811 关中坊 林丹；杨杨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个人

30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101513163 秘境 王丹琪

31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69967 烟雨江南 牟珍贵；钟诗玥



（四）老字号企业定制设计赛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者

1 金奖 PW2019101012361 一盒带走的南京糕点——桃源村糕

点造型设计
南京古檤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2 银奖 PW2019101613248 西游 ing——城市文化创意产品
江苏汤沟两相和酒业有限公司；

江苏苏香世家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 银奖 PW2019101012336 腊梅“金”系列包装 钱琛

4 银奖 PW2019101212558 “GEOMETRY”棕编收纳 南京怪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5 铜奖 PW2019101012359 桃源村糕点包装设计 王苗露

6 铜奖 PW201909093917 园未 夏凌风

7 铜奖 PW201909147175 南京牌雨花石皂
南京正官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黄勇；

邓伟明；夏玉燕；葛金鹏

8 铜奖 PW2019100900041 绽放 李雨婷

9 铜奖 PW2019100900021 椒我如何不想它 郭露；何文倩

10 铜奖 PW2019101012331 恒顺醋易用型包装 牛孝宇

11 铜奖 PW2019101012341 古早味 曾少河

12 铜奖 PW2019101012349 《含露》酒瓶造型设计 张虎

13 优秀奖 PW2019091810550 李良济花草茶
刘彦君；苏州深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黄杨；陆源；陈艳昕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者

14 优秀奖 PW2019093011586 七彩淮安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优秀奖 PW2019102113668 叶莉莉新包装 邹喜红

16 优秀奖 PW2019102113682 洋河微自由 阮冬炎

17 优秀奖 PW2019102113672 卫岗新包装 李伟伟

18 优秀奖 PW2019102113658 三和四美新包装 陈子钦

19 优秀奖 PW201907261027 麒麟阁中式糕点 南通橙之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张媛媛；李静静

20 优秀奖 PW201909147385 好咾黄酒微醺果酒系列 黄鑫；吴涛；常州市春秋乐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1 优秀奖 PW2019092511081 金秋喜月 马涛；周赛；梅莉；沈婷婷

22 优秀奖 PW2019092911400 鸭珍小趣包装设计 王坤

23 优秀奖 PW2019100611869 恒顺——臻品醋 顾磊

24 优秀奖 PW2019101012330 卫岗·老酸奶·1928 张欧

25 优秀奖 PW2019101012339 屋顶储蓄罐 牛孝宇

26 优秀奖 PW2019101012342 腊梅爱吃肉肉系列包装 钱琛

27 优秀奖 PW2019101012344 会飞的鸭 曾少河

28 优秀奖 PW2019101012354 桂花鸭鸭胗小趣系列便利包装 刘雅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者

29 优秀奖 PW2019101112400 潘戈系列箱包 南京怪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30 优秀奖 PW2019101613252 西游主题挖耳勺 连云港市文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1 优秀奖 PW201909158482 心之宫城 巴婉莹；靖江市格外设计有限公司

32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26033 姑苏里——仁昌顺定胜糕包装 张钰；黄思艺；张桂铭；梁佳艺

33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48138 风味扬州——三和四美包装设计 吴楠

34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100811933
“梅香满城，聚忆金陵”梅花绵绵

糕包装设计
乔维红

35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100900011 平望辣酱 张嘉楠；王佳妮；王诗雯

36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100900015 拾·忆——桂花云片糕包装设计 李瑞；杨宸；宋义壮

37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100900066 “仁昌顺”苏式糕点包装设计 范紫匀

38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8121217 三京茶食 卓峰

39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100711886 桃源村系列包装设计 郑姝；李梦

40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100900062 馀昌手表盒 严志鹏



2019第六届紫金奖·公益传播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名单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分类 获奖单位/个人

1 金奖 PW2019102198777
追梦赤子心·南京大学师生快闪迎国

庆
影视 南京大学图书馆

2 金奖 PW201909125906 传统节日与中华之魂 影视 扬州景智广告有限公司

3 银奖 PW2019100900123 岁稔东方 平面 胡慧敏；张倩文

4 银奖 PW2019091000575 四大传统节日 平面 韦锦城

5 银奖 PW201909063504 我们的节日·24节气 新媒体 蒋琳

6 银奖 PW2019110113772
重阳节·一碗长寿面；中秋节·伴月；

春节·回家
影视 林达广告有限公司；凌勇；柳志鸿；朱君伟；顾鑫

7 银奖 PW2019091000913 CHINA 节 影视 刘霄

8 银奖 PW201909052998 八一——爱国拥军固长城 影视 踪琳

9 铜奖 PW201909147198 时代主旋律 平面 王润曦

10 铜奖 PW2019091000677 翰墨迎国庆·丹青绘华章 平面 周振洋；张家业

11 铜奖 PW2019100900670 农民的丰收 平面 王雨晴

12 铜奖 PW201909104391 江苏民俗表情包 新媒体 苏州互联印象科技有限公司

13 铜奖 PW201909136831 我们的节日端午金陵吟 影视 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分类 获奖单位/个人

14 铜奖 PW201909125885 昆山最美退役军人先导片 影视 苏州华艺天橙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15 铜奖 PW2019091000958 祖国我爱你 影视 张思滢；蔡连中；顾沛然；苏轶

16 铜奖 PW201908291993 公交上的牛郎织女 影视 广东佰睿传媒有限公司

17 铜奖 PW201908241679 目盲视界 影视 刘文强

18 铜奖 PW201907090668 你好守护天使 影视 二更文化传媒（南京）有限公司

19 优秀奖 PW201909147550 农民梦，民族梦 平面 淮安名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20 优秀奖 PW201909104940 画说传统 平面 李嘉

21 优秀奖 PW201909104661 传统节日海报设计之凤鸟书 平面 吴颖；李琪

22 优秀奖 PW2019091000664 俩个你 平面 黄甜甜

23 优秀奖 PW2019091000434 团圆系列 平面 崔怀阳

24 优秀奖 PW201909053165 中国传统节日系列 平面 覃希

25 优秀奖 PW201909052888 所有的老人都曾是小孩 平面 江苏三喜传媒有限公司

26 优秀奖 PW201909032326 多彩的传统节日 平面 苏州慢条斯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7 优秀奖 PW201908302030 最好的年 平面 江苏畅行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8 优秀奖 PW201908191388 节日·诗意 平面 张健源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分类 获奖单位/个人

29 优秀奖 PW201908121194 伟大党史历程 平面 王子薇

30 优秀奖 PW201909158701 阿福阿喜节日表情包 新媒体 丁毅；冯康

31 优秀奖 PW201909147833 敬！建国 70周年成就 新媒体 张海菊

32 优秀奖 PW201909126008 中秋公益 H5 新媒体 南京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33 优秀奖 PW2019102198765 春节——回家，才是最好的节日 影视 张立东；朱星辰

34 优秀奖 PW2019110113771 江宁丰收节 24小时 影视 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 优秀奖 PW2019110113769 2019年五四青年节——谷里青年说 影视 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 优秀奖 PW2019103113766 喜乐元宵 影视
南京图灵领悟广告有限公司；贾伟；

杨茂霖；颜高歌；熊文涛

37 优秀奖 PW2019103013686 回家 影视 苏永娟；居鲲；焦姣

38 优秀奖 PW2019092900315 这个中秋，我们很好 影视 连云港逆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9 优秀奖 PW2019092900305 我们的节日 影视 光影视觉文化传播(连云港)有限公司

40 优秀奖 PW2019092600509 国与家 影视 王君

41 优秀奖 PW2019092410943 绣初心：党的生日 影视 苏州广播电视总台

42 优秀奖 PW2019091910611 乡音 影视 南通小城故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3 优秀奖 PW2019091710491 追梦七十载 圆梦新时代 影视 查晓美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分类 获奖单位/个人

44 优秀奖 PW2019091710343 精神永驻 世代传承 影视 陈早春；汪甫洪；郁赵熙

45 优秀奖 PW201909159630 跨年 影视 二饼工作室

46 优秀奖 PW201909159333 新南京人的新节日——创新节 影视 周智娴

47 优秀奖 PW201909159046 万家灯火 幸福中国 影视 李建青

48 优秀奖 PW201909147565 致敬抗战老兵 影视 淮安名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49 优秀奖 PW201909136837 我们的节日清明祭 影视 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优秀奖 PW201909136822
医生的抉择——医师节，致敬“毫米

生死线上的敢死队”
影视 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 优秀奖 PW201909136755 致敬母亲节 影视 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 优秀奖 PW201909126566 一块弹片的故事——“八一”致敬老兵 影视 邱伟；吕涛；胡锐；宋蕴莉；李卓霖

53 优秀奖 PW201909126371 祖国 影视 南京青臣创意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54 优秀奖 PW201909126228 爱敬诚善·我们的节日（中秋版） 影视 任飞

55 优秀奖 PW201909126026 父亲的手 影视 江苏蔷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6 优秀奖 PW201909126020 诚信社会，真情你我 影视 江苏蔷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7 优秀奖 PW201909126012 人人守诚信，天天 3.15 影视 江苏蔷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8 优秀奖 PW201909115412 中国农民丰收节 影视 查佩仙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分类 获奖单位/个人

59 优秀奖 PW201909115384 我们的成绩单 影视 新沂市融媒体中心

60 优秀奖 PW201909115315 我们的节日——教师节 影视 周箭；葛建伟

61 优秀奖 PW201909104954 什么是六一 影视 连云港火星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2 优秀奖 PW201909104723 上善若水 生生不息 影视
扬州电视台；张红军；刘璐；

张建；杨海龙；周子皓

63 优秀奖 PW201909104668 一个老兵 一面旗帜 影视 张家港市广播电视台

64 优秀奖 PW201909104583 春节·回家 影视 南京广电猫猫新媒体有限公司

65 优秀奖 PW201909104356 我的家 中国 影视
扬州广播电视台；陈健；徐树龙；

王淼；张诺成；姜景耀；徐延昇；陈守涛

66 优秀奖 PW2019091000923 劳动节，致敬传统匠人 影视 南京小灿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7 优秀奖 PW2019091000827 一张借条 影视 王乐达；刘博闻

68 优秀奖 PW201909094159 我们的节日之清明·端午·元宵节 影视 光影视觉文化传播(连云港)有限公司

69 优秀奖 PW201909063467 二十四节气农谚歌 影视 郑晓东；史敏丽

70 优秀奖 PW201909053011
七一党的生日——哪里有困难哪里

有党员
影视 踪琳

71 优秀奖 PW201909053007 五一节为你们点赞 影视 踪琳

72 优秀奖 PW201909052906 五四青年节 影视 江苏禾田传媒有限公司；柴伟；胡秀华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分类 获奖单位/个人

73 优秀奖 PW201909052817 清明移风易俗——江祭 影视 汪薇；施志鹄

74 优秀奖 PW201909052768 “六一”来了，这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影视 常州广播电视台

75 优秀奖 PW201908291969 圆缺 影视 淮安市公安局

76 优秀奖 PW201908281940
爱敬诚善·七夕、爱敬诚善·中秋、爱

敬诚善·重阳
影视 李富康；杨康；张宇

77 优秀奖 PW201908231645
魔方少年齐聚扬州 深情表白伟大祖

国
影视 程黎；金张全；殷勇；刘桦

78 优秀奖 PW201907240998 春节 影视 南通濠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9 优秀奖 PW201907070588 归 影视 黄旭

80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100900580
幸福的味道——爱敬诚善·我们的节

日系列海报
平面 王炎

81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48403 重阳节 爱敬诚善 平面 彭思远

82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25786 重阳 中秋 端午 清明 平面 陈宣

83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063448 中国节 平面 徐漫玉

84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042678 冬去春来年年安 平面 江楚吟

85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8291995
爱敬诚善，我们的节日——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
平面 马志华

86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8261733 上上签之传统节日 平面 张晨曦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分类 获奖单位/个人

87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100900340 粽香 影视 袁琼红；张思雨；王欣雨

88 大学生创业创新奖 PW201909158896 微光 影视 蒋天涵；赵黛；陆雪；戴武倩；顾敏珺



2019第六届紫金奖·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名单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 指导老师 获奖人员 组别

1 金奖 B119-000720
船底之歌——船底人聚落空间

重塑
华侨大学 胡璟 郭梦迪 学生组

2 金奖 B119-000668
面向未来社区振兴起搏器设计

探索
江南大学 史明 李泓葳；姚健琛 学生组

3 金奖 B119-000655 等待的一万种可能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梅耀林；汤蕾；姚秀利；黄一鸣；

樊思嘉；孙锦旭；阎欣；索超；

孙伟；蒋金亮

职业组

4 金奖 B119-001123 “垂直街道”——空中坊巷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刘志军；袁雷；徐义飞；伏雯静；

刘畅然；徐延峰；王超进
职业组

5 银奖 B119-000926
舟车不劳顿——装配式服务区

构想
苏州大学

Hisham
Youssef

郭斯琦 学生组

6 银奖 B119-000588 落脚·墙尾巷戏 苏州大学
文瀚梓；

夏杰
蒋晓涵；吴伊曼 学生组

7 银奖 B119-000420 关怀；积木+群租房 江南大学 宣炜 梁爽；李元慧 学生组

8 银奖 B119-000684 蔬菜；邻居和好天气 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
张毅杉；薛涵之；张子昊；马晓宇；

王佳欢；周安忆；平茜；贺智勇；

张婉莹；翁珍妮

职业组

9 银奖 B119-000400
第三幼儿园——住宅架空层遐

想
江苏筑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周晓阳；潘俊花；甘永年；王波；

贾江南；王斌；钱梦瑶；曹文鑫
职业组

10 银奖 B119-000816 围墙“网”事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谷申申；张宇涛；孙友波 职业组

11 铜奖 B119-000084 巷世界——书院门巷景观更新 西安美术学院 李媛 沈悦；周姝伶；肖骊娟；张园茜 学生组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 指导老师 获奖人员 组别

设计

12 铜奖 B119-000958 “酒”忆古镇体验改造设计 湖州师范学院 / 姚康康 学生组

13 铜奖 B119-001730 HOME2029——智能的理想家 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 / 陈嘉耕；唐萌 学生组

14 铜奖 B119-000491
小观园——老城南微空间园林

再现
安徽工业大学 王雪洁 张琼；李梁；陈爽 学生组

15 铜奖 B119-001135
垃圾分类视角下的老旧小区改

造

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

孔佩璇；秦正；马驰；韩岩；张欣；

朱道焓；李焱；王文晨；陆海峰
职业组

16 铜奖 B119-000554 菜市不打烊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葛松筠；王雅淏；时敏敏；

韦晓莲；贺佳彬；许迪琼
职业组

17 铜奖 B119-001271 居在金陵 遇见桥上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王笑天；刘佩鑫；于昕；

曹伟；艾迪
职业组

18 铜奖 B119-000827
未来+，人才公寓的新七十二房

客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
/

王畅；裴小明；张效嘉；梅宇；

江韩；王珏；祝侃；周宇；

郭乐乐；张伟伟

职业组

19 铜奖 B119-001027 “时间”的城市化
江苏筑森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 林雄声；张哲林；王轲；何杰 职业组

20 优秀奖 B119-000010 社区激活——菜场及街区重构 江南大学
刘佳；

过伟敏
邢兆连 学生组

21 优秀奖 B119-000033
西安市明城区城市空间活力营

造
西安理工大学 李皓 张轩；王瑞琪 学生组

22 优秀奖 B119-000054 智慧街区下“庙市综合体”再塑 郑州大学 曹阳 贺晶 学生组



序号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 指导老师 获奖人员 组别

造

23 优秀奖 B119-000127 月亮湾·游子家·未来城市青年聚 苏州大学 吴永发 赵萍萍；郭开慧 学生组

24 优秀奖 B119-000240 废墟上的云端 东南大学 胡平 雷震 学生组

25 优秀奖 B119-000267
石梁河水库采砂场域更新复育

设计
武汉大学 毕光建 黄路遥 学生组

26 优秀奖 B119-000324 椅子上的文明路 广州美术学院
杨一丁；

林红
谢振东；李薇；陈桂玲 学生组

27 优秀奖 B119-000428 都市园林——概念商业广场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 陈胜蓝 学生组

28 优秀奖 B119-000432 锁金菜场见闻录 南京林业大学
郭苏明；

相西如
陈一家；徐倩倩；褚寒洁；孙梅霞 学生组

29 优秀奖 B119-000458 聚居共享：青年与老龄住宅设计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

ANTONI
O da
SILVA
FERREI
RA de

CARVAL
HO；
聂彤

冯潇逸；刘阳 学生组

30 优秀奖 B119-000515 微城——单位社区更新设计 华东交通大学 李晨 秦晓丹；唐敏 学生组

31 优秀奖 B119-000582
林夕音乐盒子——青年共享社

区设计
南京艺术学院 韩巍 黎浩彦 学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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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优秀奖 B119-000644 盛巷十二时辰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梁宇鸣；

梁婷；

张玮

黄兆旭；郑玲珺 学生组

33 优秀奖 B119-000646 数适承新，乐活京口 苏州科技大学

洪亘伟；

王雨村；

金英红

凌子涵；何远艳；陆毅涵；

贝琰；张艺林；陈诺之
学生组

34 优秀奖 B119-000804
院隙共生 当代会馆更新改造设

计
天津大学

鲍威；

辛善超
龙云飞；王晴；胡正元；李杏 学生组

35 优秀奖 B119-000860 重塑姑苏繁华图 东南大学 / 桑甜；陈婷 学生组

36 优秀奖 B119-000907 聆居·邻居 南京林业大学
张磊；

祝遵凌
房欣怡；鲁遥 学生组

37 优秀奖 B119-000942 步·叠·院 南京工业大学

葛峰；

舒欣；

罗靖

吴长荣；王安；贺川；刘鹏飞；

蒋浩；方佑诚；沙莎；严帅
学生组

38 优秀奖 B119-000949 这“碗儿”大 南京工业大学

葛峰；

舒欣；

罗靖

方佑诚；李一波；周韵；

董俊峰；王安；蒋浩；

刘鹏飞；吴长荣；贺川

学生组

39 优秀奖 B119-000985 社区养老空间住宅改造设计 苏州大学 赵秀玲 潘妍；孙浩 学生组

40 优秀奖 B119-000994
基于两种居住肌理的可变性探

索
郑州大学 黄晶 邹雨薇 学生组

41 优秀奖 B119-001056
竖巷街区——城市住区微空间

改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杨豪中；

王军
丁倩文；陈艳 学生组

42 优秀奖 B119-001278 种子计划 东南大学 段进
陆垠；田壮；邹闻婷；

高明宇；李佳宇
学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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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优秀奖 B119-001427
盒间乐享——单位社区活力重

塑
西南交通大学 高伟 王筱璇；王一初；刘艾娜；刘璐凡 学生组

44 优秀奖 B119-001428
一里阳光——城市阴影下的别

样童年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吕小辉 鲁青青；张鹏；肖海钰；冯家齐 学生组

45 优秀奖 B119-001475
门之停也——老龄社区门卫室

改造
南京大学 胡友培 李晓楠；吴慧敏 学生组

46 优秀奖 B119-001488 菜·园 南通大学
黄岚；

邵耀辉

张淑欣；蒋晗霓；周美艳；

冯鸿志；梁美欣
学生组

47 优秀奖 B119-001548 桥下巴适 华中科技大学
白舸；

甘伟

刘燕宁；罗振鸿；赵釜剑；

李湘铖；李思齐；廖远城
学生组

48 优秀奖 B119-001572 欣欣巷荣 安徽工程大学 侯琪玮 廖一舟；戴聪；唐言；冯婉莹 学生组

49 优秀奖 B119-001602
回家的路——小区室外楼梯改

造
南京大学 胡友培 李家祥；孙其 学生组

50 优秀奖 B119-000013
断桥新演绎——废弃铁路桥更

新设计

中蓝连海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程浩；王莹洁；董正邦；

葛强；王元林
职业组

51 优秀奖 B119-000156 走马灯·那时景
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

曹越；刘芳；袁亦尧；张馨文；

曲鑫鑫；袁振翔；倪玥瑶；章强
职业组

52 优秀奖 B119-000199 自生长共运营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王加伟；陶凌霄；徐文怡；

蒋春瑶；樊宇钤；孔令玉
职业组

53 优秀奖 B119-000248 阳泉三弄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
/

集永辉；潘龙；陈文霞；邱黎明；

刘春燕；陈则刚；齐翎懿；蒋歆圆；

陈佳栋；周秋婷

职业组

54 优秀奖 B119-000275 猫“舍”——舍者归其舍 江苏筑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林隆葵；张妍；朱思渊；路志龙；

范仲；刘力；张善锋；杨志强；

李光华；袁伟鑫

职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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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优秀奖 B119-000334 院院见塔，世世家传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李少锋；刘一帆；陈树楠 职业组

56 优秀奖 B119-000406 青岛邮轮母港筒仓设计 上海加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惠无央 职业组

57 优秀奖 B119-000436
大桥·小桥——打破高架的隐形

壁垒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蔡天然；王胜；刘刚；曹永青 职业组

58 优秀奖 B119-000439 百姓礼堂
南京张雷建筑设计事务所

有限公司
/

戚威；王亮；杨泽宇；李晨星；

马海依；邵璇；王丹丹；杨力；

刘超成；潘旭

职业组

59 优秀奖 B119-000482
梦里桃源·黔南山水中的理想家

园
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

薛宏伟；肖佳；李文菁；

李潇然；孙家腾；赵宗晨；

于梦卿；李含；胡玥

职业组

60 优秀奖 B119-000573 前街上巷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倪韻倩；朱君韬 职业组

61 优秀奖 B119-000594 “新移民”的老集市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李竹；殷玥；王嘉峻；杨梓轩；

吴威；徐笑；丁园白
职业组

62 优秀奖 B119-000702 舌尖上的 N次方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张斌；陈君；许迎；叶朦朦；乔楠；

李宗键；朱婷怡；张锐敏；

蔡姝怡；王芳

职业组

63 优秀奖 B119-000797
百变板房——建筑工人的宜居

家园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胡旭明；季新亮；罗超；

和煦；孙浩
职业组

64 优秀奖 B119-000823 九扇门 + 七件事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查金荣；张筠之；刘阳；张智俊；

沈天成；曹曦尹；陆勤；杨柯
职业组

65 优秀奖 B119-001075 蜕变
中核华纬工程设计研究

有限公司
/

王森；李斐；付蓉；

张进；薛燕；纪本源
职业组

66 优秀奖 B119-001080 宅间空间的再生
扬州大学；

扬州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
/

张建新；殷加华；刘璐璐；韩卓；

王潮；罗智勇；郭晋哲；殷杰
职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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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优秀奖 B119-001092 下个路口
江苏省城镇与乡村

规划设计院
/

闾海；葛大永；宁天阳；

朱惠宇；顾萌
职业组

68 优秀奖 B119-001126 雨中“莲”
江苏筑森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 梁泽渊 职业组

69 优秀奖 B119-001243
现象东街——安顺古城中华东

路改造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马骏华；黄玲玲；刘卉；相睿；

常军富；聂水飞；杨大映；

肖凡；杨烨；陈业文

职业组

70 优秀奖 B119-001279 网巢居——2020创客孵化园 扬州大学 / 谢麒；陈哲 职业组

71 优秀奖 B119-001330 “返老还童”的街巷
南京兴华建筑设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
/

马强；窦永佳；张建平；

罗菁；房冠豪
职业组

72 优秀奖 B119-001398
崖生广厦——重庆青年公寓设

计
江苏筑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邹立扬；赵敏；徐俊涛；冯一如；

查慧；周伟；张有磊；许志豪；

张奕；谢凯骏

职业组

73 优秀奖 B119-001465 老有所“e”——5G时代智慧社区 中国矿业大学 /
段忠诚；姚刚；李国利；韩栋庭；

郭炜；华倩倩；郑宇鹏；褚焱；

赵呈煌；车洁

职业组

74 优秀奖 B119-001502 快装置·慢生活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周宁；汪衡 职业组

75 优秀奖 B119-001554 [蜕变]苏州地铁临顿路站的更新 苏州零点营造设计有限公司 / 周卫 职业组

76 优秀奖 B119-001584
“社区净水器”——净慧雨水花

园

苏州园科生态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

张田；陈秋婧；张兵洪；窦婷；

施刘怡；谢露；郑豪；王笑丽；

贾君兰；汪园

职业组

77 优秀奖 B119-001617 激活第壹区——筑梦青年圈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王超进；张成；侯志翔；郑天乐；

钱欣宇；庄依凡；徐延峰；刘志军
职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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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优秀奖 B119-001701 运河窑·运盒谣 无锡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吴烨；沈洋；沈琪 职业组

79 优秀奖 B119-001713
江南近现代制造业遗存公园设

计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 刘谯；韩巍 职业组

80 优秀奖 B119-000009
渐微智筑——武昌古城广福坊

社区更新
华中科技大学

王振；

董贺轩
陈步可；赵金 学生组

81 优秀奖 B119-000045 承古织今，乐活江城 华中科技大学
黄亚平；

单卓然
刘晨阳；万舸 学生组

82 优秀奖 B119-000052
沙洲腾格里沙漠生态景区规划

设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刘媛 甘小宁 学生组

83 优秀奖 B119-000058 院家·家愿 天津美术学院

龚立君；

彭军；

孙锦

许博文；刘策；刘莹 学生组

84 优秀奖 B119-000097 梭之言 天津大学 / 张婧悦 学生组

85 优秀奖 B119-000126
治愈街道——上海市河间路微

更新
同济大学 陈泳

袁美伦；夏金鸽；王与纯；

李文竹；王舒媛
学生组

86 优秀奖 B119-000130
晤域晋里——小河村村落更新

与改造
大连工业大学

顾逊；

杨静
李宇璇；张春雷 学生组

87 优秀奖 B119-000139
负熵·再生——少数民族社区微

更新
苏州科技大学 顿明明 丁彦竹；李娜 学生组

88 优秀奖 B119-000152 家的延伸 苏州科技大学
吴穹华；

周曦
邓思莹；陈力哲；黄梦微；薛逸帆 学生组

89 优秀奖 B119-000157
居住区河道生态整治新模式探

索
南京林业大学 熊瑶 赵晓晴；洪宣娇 学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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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优秀奖 B119-000177 天桥往事 北京建筑大学 胡雪松 刘淳淳；董明岳；赵浩 学生组

91 优秀奖 B119-000306 重生——历史层叠中的新秩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常海青 赵浩 学生组

92 优秀奖 B119-000314
巷由新生——镇江新河街更新

设计
苏州科技大学 郑皓 吴若禹；孙海烨 学生组

93 优秀奖 B119-000340 深山微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张鸽娟 何萱贝 学生组

94 优秀奖 B119-000364 破壁·享园·颐人 东南大学 / 田壮 学生组

95 优秀奖 B119-000391
全媒体时代大运河乡村宜居家

园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赵艳 张云柯；侯苏珊 学生组

96 优秀奖 B119-000412 THE DESERT BOAT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北京林业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万美强 孙韬；李玲雅；刘玉臻 学生组

97 优秀奖 B119-000518
智能时代——垃圾分类引擎重

构
东北大学 / 沈天辰；樊逸飞 学生组

98 优秀奖 B119-000546
曲水流熵——历史街区更新设

计
苏州科技大学

于淼；

顿明明；

郑皓

朱玥珊；王沛颖 学生组

99 优秀奖 B119-000593 菜市·敞 东南大学 徐小东
胡亚辉；刘可；李琪；

汪琦；屈佳慧
学生组

100 优秀奖 B119-000634 村口生活市集 中国矿业大学
王栋；

杭咏新
夏士斐；任珂；华茜茜；姚志豪 学生组

101 优秀奖 B119-000663 编织碑林·多维重构
东南大学；同济大学；

东京工业大学
唐芃

胡震宇；程俊杰；于梦涵；

钟瑜；庞月婷；傅弈佳；袁敏；

山口裕太郎；勝尾洋介

学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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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优秀奖 B119-000697 走出家门·走在路上 华中科技大学 / 熊卓成；唐楷 学生组

103 优秀奖 B119-000738 桃花源里小乐惠 江南大学 史明 张涵；蹇宇珊；宋夷白；刘茂源 学生组

104 优秀奖 B119-000768 高架之下，城市之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梁斌 成凯；吕进；张尚琪 学生组

105 优秀奖 B119-000775 城市催化剂——活力居住区 苏州大学 孙磊磊 张馨元；江慧敏 学生组

106 优秀奖 B119-000859
宜居·颐养——盐南新村居家养

老改造
盐城工学院

荀琦；

石栋；

顾海燕

花晨；王俞君；张玉珏；蔡志鸿 学生组

107 优秀奖 B119-000877 收拾旧山河 南京工业大学 郗皎如 曹羽佳；龚宏宇；张丽婷；吴添翼 学生组

108 优秀奖 B119-000900 青山不老 南京大学 华晓宁 刘洋；李星儿；刘伟；黄瑞安 学生组

109 优秀奖 B119-000918 “小社会”的欢聚 合肥工业大学 王旭 韩四稳；裴龙；陈昶岑 学生组

110 优秀奖 B119-000941 城南新事 东南大学 / 沈洁；沈祎 学生组

111 优秀奖 B119-000944 新社区之家！ 苏州大学
张玲玲；

钱晓宏
毛继梅；吴家妮 学生组

112 优秀奖 B119-000978
云上集——锁金东路的弹性景

观搭建
南京林业大学 刘小钊

孙弘毅；梁英；贾宇智；秦天昱；

苟丹丹；王晓玉；付容玮
学生组

113 优秀奖 B119-000998
水调歌 扬州段运河遗产更新设

计
江南大学 王晔 杨雨辰 学生组

114 优秀奖 B119-001008
樞——医养结合多样宜居的养

老社区
苏州大学 王洪羿 胡峻语；沈梦帆 学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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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优秀奖 B119-001030 街院再生·人际重塑 北京建筑大学 胡雪松 刘淳淳 学生组

116 优秀奖 B119-001073 无锡旧船厂城市复兴工业乐园 苏州大学 / 朱懿璇 学生组

117 优秀奖 B119-001280 活力社区的连续“有机质” 东南大学 张彤 林逸风；邹闻婷；邹立君 学生组

118 优秀奖 B119-001345
船闸公园——基础设施的活化

利用
东南大学 夏兵 刘倩茹；宋梦梅；王国庆 学生组

119 优秀奖 B119-001373 活力少城 居游共栖 西南交通大学
袁也；

蒋蓉
宋楷楠；徐一菲 学生组

120 优秀奖 B119-001424
毛细系统——慢行系统的理性

回归
南京工业大学

方遥；

杨青；

王江波

许浩远；李凯旭；袁瑜；

程惠南；谢小丽
学生组

121 优秀奖 B119-001432
智慧农野——互联网+公园模式

探索
南京林业大学

孙新旺；

李晓颖；

申世广

张寒韵；张祥；陈丽丽 学生组

122 优秀奖 B119-001487 共生寓 南京大学 / 唐萌；张文轩 学生组

123 优秀奖 B119-001645
艺享天开——青阳港核心区城

市设计
南京工业大学 王南 徐杜江南；程露 学生组

124 优秀奖 B119-001690 3D——METRO 苏州大学 夏杰 刘婧；南雅卿；孙庆颖 学生组

125 优秀奖 B119-001718
生活的礼赞——道口古镇社区

营造
南京大学 / 刘贺；张擎天 学生组

126 优秀奖 B119-001719 事空间·时空间 南京大学 / 张擎天；刘贺 学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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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优秀奖 B119-001749
串联社区——社区公共空间改

造
重庆大学 曾引 辛萌萌；韩奕晨；王世达 学生组

128 优秀奖 B119-001762
红砖游园——园林式校史馆设

计
合肥工业大学

刘阳；

徐晓燕
汝文欣；陈剑；袁晨曦 学生组

129 优秀奖 B119-001800
为当地居民创建一个回归的渔

村（韩）
/

Lee Sung
Kyun

Lee Gong Myeong；Lee Seung
Yeon；Park Hyeon Chang；Jo Hyejin

学生组

130 优秀奖 B119-000122 市井——串——街巷 淮阴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 陈萍；顾炜；康锦润；周潮 职业组

131 优秀奖 B119-000190
模块化设计对院落式住宅的破

局
云南艺术学院 / 谭人殊；邹洲 职业组

132 优秀奖 B119-000213 教场·市井文化的复兴
扬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庄天时；许可 职业组

133 优秀奖 B119-000247
爱之旅——庐山西海女神岛景

观规划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杭州大拙亦美建筑设计工作

室；杭州北斗星色彩研究有

限公司

/
陈虹宇；陈子昱；吴铃燕；

梁雅梅；马嘉悦；郭宏斌
职业组

134 优秀奖 B119-000252
苏州相城区阳澄湖镇大闸蟹文

化园

苏州九城都市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
/

王凡；王苏嘉；黄志强；谢磊；

祁文华；尹凡；钱舟；宋如意；

钱宇川

职业组

135 优秀奖 B119-000273
溯源——柳堡村旧址综合改造

设计

盐城工学院；盐城市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陈福阳；王建立 职业组

136 优秀奖 B119-000337
童行石城——住区儿童交往空

间设计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曹心培；孙正；虞昊晟 职业组

137 优秀奖 B119-000395 旧城新时 江苏筑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陈钶玮；王紫涵；张润宇；

程晓理；范秋涛
职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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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优秀奖 B119-000468 第二地平线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王科旻；祖丰楠；祝靓；

郁晶晶；孙杨
职业组

139 优秀奖 B119-000489
爱“上”这条街——南湖生活真

滋味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曹隽；陈步金；李宁；相西如；

徐淳；常晓旭；杨清；吴凡
职业组

140 优秀奖 B119-000566
天台若比邻——“破冰”社区计

划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彭晓梦；孙欣；李邑喆；王译瑶；

孙经纬；林梦楠；余恩如
职业组

141 优秀奖 B119-000591
径·廊·轨——畅想老小区血脉再

生
江苏博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许圣奇；顾凯强；刘帅；孙卫；

袁启春；朱旻；高宇
职业组

142 优秀奖 B119-000606 归巢·归潮 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
潘静；杨明；朱敏；邱雪菲；舒婷；

王之峥；刘露；孙丽娜；朱震宇；

贺智瑶

职业组

143 优秀奖 B119-000610
传承·更新 青果巷历史街区改

造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邵翔 职业组

144 优秀奖 B119-000625 工业 4.0城市 4.0宜居 4.0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南京大学建筑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
刘铨；王新宇；袁真；童滋雨；

陆枫；杨轶雯；赵牧青；魏江洋；

崔洧华；唐桤泽

职业组

145 优秀奖 B119-000661
流转·生辉——共建社区改造计

划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何朋；刘宁琳；朱镇宇 职业组

146 优秀奖 B119-000723
旧貌换新颜——三畏堂之传承

与突破

水石设计传统建筑研究院

南京米思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李康；周苏宁；吴子夜；钱卫凤；

刘庆堂；王洪磊；郭心越；唐涛；

彭彬；范健华

职业组

147 优秀奖 B119-000757 很高兴认识你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
/

王畅；汪愫璟；季婷；杜依滢；

卞思寒；鲍东波；薛诗寒
职业组

148 优秀奖 B119-000832
宜居大院——停车景观一体化

策略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李晓蕾；李仁民；林凌；丁思亮；

刘友香；靳湾湾；陈宇峰；孙阳；

乔晗；钱思宇

职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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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优秀奖 B119-000850 H舱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丁作舟；夏天；黄琳；那明祺；王

婕；陈思文
职业组

150 优秀奖 B119-000872 工业起“舶”器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

院建筑与环境设计工作室
/

仝晓晓；徐孝天；刘佳卉；刘俊妤；

黄金涛
职业组

151 优秀奖 B119-000876 社区魔盒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汤淑星；王磊；秦娅；施卫红；

陆新亚；李智伟；天宇；张家豪；

杨晓天；杨颖

职业组

152 优秀奖 B119-000933 大桥小事·桥工新村更新与提升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刘瑞义；胡大愚；樊云龙；李斌；

戴天序；齐彬；潘静；肖凡；蒋蓓；

徐丹

职业组

153 优秀奖 B119-001108
寺面八坊——南通寺街提升计

划

南通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徐进；孙湉；黄清；陈玥亦；

曹静；朱蓉蓉；张诗敏；

朱佳奇；余逸潇；张祎玮

职业组

154 优秀奖 B119-001139 “轨迹”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

院建筑与环境工作室
/

仝晓晓；任秀红；刘姝妧；

于洁；毕文姗
职业组

155 优秀奖 B119-001155 巷邻中心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平家华；陆蔚婷 职业组

156 优秀奖 B119-001165 驿站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平家华 职业组

157 优秀奖 B119-001199 上星其社区服务中心
苏州致朗建筑景观设计

有限公司
/

解永任；晏子；胡敏；

宋长春；韩汝金
职业组

158 优秀奖 B119-001234 耕海牧渔 向海而生
连云港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

郝家顺；吴凯罗；黄稚文；周云龙；

刘健誓；郝娜；谢佳洁；王玮；

刘欣；李威

职业组

159 优秀奖 B119-001259 平江府·半时辰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顾苗龙；潘磊；周逸然；付长赟；

王思睿；黄豪；严龙；吴海波；
职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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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欣雨；沈仕娜

160 优秀奖 B119-001264 里院漫步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

有限公司
/

李旭；张德利；李伟杰；

苏逸凡；王晓茜
职业组

161 优秀奖 B119-001266
点亮 “灰 ”空间——小区共享

HUB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袁锦富；刘志超；李琳琳；吴迪；

潘之潇；吴泽宇；徐立军；

李子静；姚秀德

职业组

162 优秀奖 B119-001303 每个人的异托邦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潘鹏程；王玥晗；刘思勇 职业组

163 优秀奖 B119-001308 保利工业文化创意产业园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

有限公司
/

刘欣；唐金波；王文略；封家慧；

刘栋；李伟杰；杨国华；王晓茜
职业组

164 优秀奖 B119-001315 “订制”的美好生活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

院建筑与环境设计工作室
/

仝晓晓；马意晨；陈颖；

孙悦；袁洋洋
职业组

165 优秀奖 B119-001319 巷由“新”生
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

房硕；张媛明；陈昭；邓骥中；

石娟；李海龙；涂静宇；吴斌；

何序君；周佳星

职业组

166 优秀奖 B119-001334
“荣”光——荣巷菜场的前世今

“生”
无锡市天宇民防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

郭登银；谢新星；李星逸；应晓音；

李学成；陆天佑；黄加国；石栋；

金涛；徐晓春

职业组

167 优秀奖 B119-001337
从医到宜——老公共配套的原

地新生

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

设计院
/

陈超；李春晓；何姝；

陈一纯；苏依；成思齐
职业组

168 优秀奖 B119-001343 蜀道“难”——教育遗址活化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

与设计学院
/ 罗萍嘉；谢宇堂；江旭雅；谭笑 职业组

169 优秀奖 B119-001364 都市有点“田”生活有点“甜”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叶凡；郁正锴；李冰；

陈池；吴尚；刘晓旭
职业组

170 优秀奖 B119-001369 济城 in巷 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 黄若愚；戴秀男；严晓洁； 职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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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培枫；秦薇；张馨月

171 优秀奖 B119-001377
康养魔方——城中村的设计改

造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

院建筑与环境设计工作室
/

仝晓晓；孙悦；袁洋洋；

马意晨；陈颖
职业组

172 优秀奖 B119-001406 零·聚——飞桥下的空间重塑
江苏筑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苏州分公司
/

房鑫鑫；陈礼纲；晏小飞；丁浩宇；

翟嘉祥；刘冬慧
职业组

173 优秀奖 B119-001520 “随叫随到”的空间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赵军；嵇岚；纪越；李民子；

刘珊荷；黄珊；路天；徐延峰；

刘志军；王超进

职业组

174 优秀奖 B119-001526 窑·想当年
江苏天奇工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周祺；严玮辰；童刚；李娉婷 职业组

175 优秀奖 B119-001528 社区心愿廊+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刘嵘；艾尚宏；何永乐；

张濛；吴万畏
职业组

176 优秀奖 B119-001538 “家门口”的那点事儿 江苏博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张洁；徐功庆；谈歆；沈鸣；

唐健亮；任道远；华心怡；

刘军；张庭嘉；邵海涛

职业组

177 优秀奖 B119-001562
城市烟火——东箭道农贸市场

改造

南京美丽乡村建筑规划研究

有限公司
/

苗成年；张磊；陈璐；孙伟宇；

朱勇；傅韶华；丁艺婷；李鹏；

刘鹏程；柳筱娴

职业组

178 优秀奖 B119-001738
梦境之中 想象之外——儿童新

社区

江苏合筑建筑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
/ 许洋；董一鸣；姜航；施雨佳 职业组

179 优秀奖 B119-001743 绿轴生“花”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

彭伟；卞光华；郑兴宇；马如川；

赵雨薇；曹菁菁；商伟；徐延峰；

刘志军；王超进

职业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