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iwow!2021】第十六届中国（北京）国际大学生动画节

“小白杨奖”高中生竞赛单元 

决赛名单 

A、漫画故事类 

序号 姓名 参赛类别 参赛作品名称 

1 白鸽 漫画故事类 我印象中的重庆 

2 毕一然 漫画故事类 我们的彩虹 

3 卜天舒 漫画故事类 祈福 

4 蔡欣霖 漫画故事类 刺杀 

5 曹菲玥 漫画故事类 误闯山海镇 

6 曾翎 漫画故事类 未来以来-人-自然-人造物 

7 曾思盈 漫画故事类 非鱼 

8 常清灵 漫画故事类 荷塘泛舟 

9 车金翼 漫画故事类 山海遐想 

10 陈佳怡 漫画故事类 消失的珍稀动物 

11 陈丽伊 漫画故事类 崇高的泪痕 

12 陈路芸 漫画故事类 星海 

13 陈实 漫画故事类 赢 

14 陈思哲 漫画故事类 阿吉拉姆 

15 陈向伊 漫画故事类 华夏鬼市 

16 陈昕 漫画故事类 千年梦 

17 陈馨竹 漫画故事类 失孤 

18 陈妍 漫画故事类 游园惊梦 

19 陈依涵 漫画故事类 错误 

20 陈逸 漫画故事类 亚特兰蒂斯 

21 陈雨彤 漫画故事类 这样也不坏啦！ 

22 程可伊 漫画故事类 追击 

23 池王彦宇 漫画故事类 太阳 



序号 姓名 参赛类别 参赛作品名称 

24 仇梓霖 漫画故事类 史前世界 

25 储诺 漫画故事类 下课前五分钟 

26 崔艺格 漫画故事类 星星的故事 

27 崔宇坤 漫画故事类 爱丽丝与黑心兔子工厂 

28 董润雨 漫画故事类 家乡 

29 窦浩文 漫画故事类 城市，我们的纪念碑 

30 方雨菲 漫画故事类 泽世戏鳞 

31 冯兰晴 漫画故事类 我的世界 

32 冯恬铭 漫画故事类 光影斑驳 

33 符欣宇 漫画故事类 雨际 

34 付佳琪 漫画故事类 戏剧人生 

35 甘梓钰 漫画故事类 兔儿爷 

36 高心怡 漫画故事类 深海独奏 

37 高艺珈 漫画故事类 震为雷 

38 高莹 漫画故事类 上班机器人 

39 高子杰 漫画故事类 胶片集 

40 龚莫寒 漫画故事类 等待 

41 郭佳琳 漫画故事类 看 

42 郭佳鑫 漫画故事类 受害者联盟 

43 郭敏 漫画故事类 游大观园 

44 郭睿思 漫画故事类 海底世界 

45 郭劭琛 漫画故事类 逃跑威龙 

46 韩奕雯 漫画故事类 方圆之间 

47 何婧然 漫画故事类 潮起 

48 洪苇 漫画故事类 涨潮 

49 侯锌桐 漫画故事类 赏金公会——鸦 

50 胡斯琦 漫画故事类 歌舞升平 

51 胡文轩 漫画故事类 笛 

52 胡钰萱 漫画故事类 Nightmare 



序号 姓名 参赛类别 参赛作品名称 

53 滑子祎 漫画故事类 逃 

54 黄婧雯 漫画故事类 迷梦 

55 黄隆涛 漫画故事类 入侵还是唤醒？ 

56 黄曼晨 漫画故事类 妖怪阁楼 

57 黄若晨 漫画故事类 总有一天 

58 黄玮祺 漫画故事类 吞花卧酒 

59 黄学诚 漫画故事类 平行时空之战 

60 黄昱儒 漫画故事类 哪吒闹海 

61 贾舒涵 漫画故事类 祈光者 

62 姜雪盟 漫画故事类 鲍鱼 

63 柯宇萌 漫画故事类 六角恐龙 

64 兰佩仪 漫画故事类 爱如初见 

65 雷承睿 漫画故事类 乌托邦地底的圣物 

66 冷含蕊 漫画故事类 门神 

67 李春荣 漫画故事类 四季入衣 

68 李昊阳 漫画故事类 那一刻，温暖冲破孤独 

69 李卉 漫画故事类 一件小事 

70 李佳妮 漫画故事类 变成僵尸了 

71 李佳鑫 漫画故事类 本色 

72 李嘉怡 漫画故事类 大人物 

73 李珂燃 漫画故事类 海龟小分队出动 

74 李梦柯 漫画故事类 孕育 

75 李清源 漫画故事类 看戏 

76 李清竹 漫画故事类 果儿 

77 李洳森 漫画故事类 耀 

78 李雅琦 漫画故事类 雪虐风饕 

79 李妍 漫画故事类 骷髅先生 

80 李云喆 漫画故事类 百鬼众魅 

81 廖凯莉 漫画故事类 纸上谈兵 



序号 姓名 参赛类别 参赛作品名称 

82 林嘉馨 漫画故事类 巨人在小人国 

83 林子 漫画故事类 旅梦人 

84 刘丹妮 漫画故事类 下一站，海口 

85 刘典彤 漫画故事类 文鳐夜跃兆丰年 

86 刘瀚文 漫画故事类 浮空城龙舟 

87 刘杭芸 漫画故事类 牌坊街舞狮团 

88 刘傢新 漫画故事类 幸运六号 

89 刘嘉琳 漫画故事类 遍野风吹 

90 刘金奥 漫画故事类 深海超市 

91 刘美婵 漫画故事类 夕阳之梦 

92 刘媚然 漫画故事类 画画的理由 

93 刘若怡 漫画故事类 矿洞“奇遇” 

94 刘诗妍 漫画故事类 神秘起源 

95 刘思琪 漫画故事类 韩娥善歌 

96 刘希 漫画故事类 追忆童年 

97 刘心颐 漫画故事类 我的会长，我的团 

98 刘昕橦 漫画故事类 夜幕 

99 刘瑶佳 漫画故事类 上帝的游戏 

100 刘一铭 漫画故事类 艳唐 

101 刘一诺 漫画故事类 劳鼠 

102 刘雨菡 漫画故事类 布兜里的爱 

103 刘臻 漫画故事类 从古至今 

104 卢赛 漫画故事类 花不逢期 

105 卢艺涵 漫画故事类 脑补症 

106 陆心彦 漫画故事类 耳洞 

107 陆心怡 漫画故事类 大木楼 

108 路奕楠 漫画故事类 一天 

109 罗雨琪 漫画故事类 祭 

110 骆治铭 漫画故事类 时空中转站 



序号 姓名 参赛类别 参赛作品名称 

111 吕韦樨 漫画故事类 牡丹亭 

112 马嘉晨 漫画故事类 金鱼的庙会 

113 马娟 漫画故事类 月球制药厂 

114 毛子言 漫画故事类 我有一个梦 

115 孟璟然 漫画故事类 小米的礼物 

116 苗维昊 漫画故事类 请带我离开 

117 倪健程 漫画故事类 复活 

118 聂东阳 漫画故事类 生老病死 

119 牛迪欧 漫画故事类 大山 

120 农佳颖 漫画故事类 鹿王的自述 

121 潘冠东 漫画故事类 羽化 

122 潘千珏 漫画故事类 海底后花园 

123 潘雨瑄 漫画故事类 愈 

124 彭新颖 漫画故事类 手机游戏 

125 戚翰之 漫画故事类 引力 

126 卿馨 漫画故事类 秘境 

127 屈承安 漫画故事类 鬼岭魔窟 

128 邵晨曦 漫画故事类 渔夫与鲛人 

129 沈竹叶 漫画故事类 胡同奇遇记 

130 施然 漫画故事类 荷秋的童年 

131 宋晟鑫 漫画故事类 积薪厝火 

132 宋无际 漫画故事类 被硝烟遮蔽的星辰 

133 宋艺珍 漫画故事类 Guilt 

134 苏昶睿 漫画故事类 无畏 

135 苏若瑜 漫画故事类 褪色 

136 孙羽柔 漫画故事类 敦煌影现 

137 谭可欣 漫画故事类 丛林里的朝圣者 

138 谭越之 漫画故事类 梦与幻想 

139 唐卓尔 漫画故事类 路过人间 



序号 姓名 参赛类别 参赛作品名称 

140 陶俊均 漫画故事类 盗龙眼  

141 王昊悦 漫画故事类 藏青 

142 王嘉言 漫画故事类 还带我去旅行 

143 王嘉誉 漫画故事类 雪仗 

144 王婧怡 漫画故事类 徂辉 

145 王洛宾 漫画故事类 古物店 

146 王祺然 漫画故事类 龙抬头 

147 王彤周 漫画故事类 夜谭·妖闻录 

148 王馨晨 漫画故事类 我想 

149 王雅楠 漫画故事类 卖履分香 

150 王烨琳 漫画故事类 遨游魔法世界 

151 王一雯 漫画故事类 鲤 

152 王渝皖 漫画故事类 人偶 

153 王予含 漫画故事类 布妮诺的面包小屋 

154 王禹童 漫画故事类 街区执法帮 

155 王钰茜 漫画故事类 落日 

156 王子彤 漫画故事类 意外发现 

157 韦柯羽 漫画故事类 都市怪盗 

158 魏晨朗 漫画故事类 蛊井 

159 吴佳琪 漫画故事类 华韵 

160 吴睿祺 漫画故事类 少年鲁班 

161 吴童 漫画故事类 玩具 

162 吴秭凝 漫画故事类 旅人之夜 

163 武琮皓 漫画故事类 律动之火 

164 武韬 漫画故事类 圣光 

165 席澈予 漫画故事类 卡洛特 

166 夏逸纯 漫画故事类 初心 

167 谢璐羽 漫画故事类 缚 

168 谢幸妤 漫画故事类 霓虹少女 



序号 姓名 参赛类别 参赛作品名称 

169 谢艺希 漫画故事类 超人家族在野餐 

170 徐慧 漫画故事类 儿童节 

171 徐凌波 漫画故事类 文物拟人组图 

172 徐以琳 漫画故事类 旅行中的小休息 

173 徐源远 漫画故事类 小红帽新编 

174 许晓妍 漫画故事类 重叠阶层 

175 颜语 漫画故事类 重生 

176 杨钧茹 漫画故事类 潜 

177 杨沐柔 漫画故事类 100分 

178 杨彤 漫画故事类 日落而息，星月相随 

179 杨曦瑶 漫画故事类 田鼠大战 

180 杨潇 漫画故事类 我与笔与世界 

181 杨卓颖 漫画故事类 土拨鼠的黄昏 

182 叶芷彤 漫画故事类 跳蚤市场 

183 于舜尧 漫画故事类 鲸落·重生 

184 于仪 漫画故事类 在曾经与你重逢 

185 于易扬 漫画故事类 新神笔马良 

186 余达奕 漫画故事类 龙门 

187 余沛琳 漫画故事类 爱丽丝梦游仙境 

188 余馨雨 漫画故事类 苏醒的潘多拉 

189 俞周梦涵 漫画故事类 时空加载中 

190 袁蕾 漫画故事类 鱼与暖阳 

191 袁雪婷 漫画故事类 现代孤独 

192 岳沛霖 漫画故事类 疫情中的温馨一刻 

193 臧玉聪 漫画故事类 少女 

194 翟杉杉 漫画故事类 我见到了小时候的我？！ 

195 张皓羽 漫画故事类 远方 

196 张贺然 漫画故事类 一隅 

197 张凯心 漫画故事类 凤凰的庇佑 



序号 姓名 参赛类别 参赛作品名称 

198 张丽敏 漫画故事类 林中圣诞 

199 张曼 漫画故事类 深林奇缘 

200 张梦缘 漫画故事类 猫与少女 

201 张明月 漫画故事类 及第图 

202 张明韫 漫画故事类 道心 

203 张瑞涵 漫画故事类 两小儿辩日 

204 张睿 漫画故事类 动物狂欢节 

205 张申晖 漫画故事类 去日不可追 

206 张诗雨 漫画故事类 余晖 

207 张文迪 漫画故事类 是谁在盯着“我” 

208 张雯静 漫画故事类 枯木向荣 

209 张雅凝 漫画故事类 乔哥战役 

210 张瑶 漫画故事类 送花人 

211 张一 漫画故事类 中秋之歌 

212 张羽汐 漫画故事类 山佑 

213 张雨禾 漫画故事类 暖春将至 

214 张媛凇 漫画故事类 阿强的春节 

215 张照容 漫画故事类 风筝 

216 张芷彤 漫画故事类 旅行者与狐狸 

217 赵桃子 漫画故事类 御元之战 

218 赵心欣 漫画故事类 夜谈 

219 郑陈毫 漫画故事类 机器哥斯拉 

220 郑羽欣 漫画故事类 放学后 

221 郑子麟 漫画故事类 最后一战 

222 周辰灏 漫画故事类 钟馗与我 

223 周宇飞 漫画故事类 勇者的探险 

224 朱天悦 漫画故事类 玩偶 

225 朱一赫 漫画故事类 伊甸园之外的夏娃 

226 竹内善美 漫画故事类 黎明觉醒 

  



B、数字艺术类 

序号 姓名 参赛类别 参赛作品名称 

1 艾泽檬 数字艺术类 勇者 

2 白林同 数字艺术类 There are three players 

3 白雨峰 数字艺术类 守机 

4 毕恩菲 数字艺术类 曙光 

5 陈佳怡 数字艺术类 bad dream 

6 陈莉莉 数字艺术类 寻山海 

7 陈林仪 数字艺术类 《感染》 

8 陈偌涵 数字艺术类 触 

9 陈馨竹 数字艺术类 everyday 

10 陈妍 数字艺术类 《手机综合症》 

11 陈阳 数字艺术类 《双城记》 

12 崔濛麓 数字艺术类 master 

13 邓成蹊 数字艺术类 追梦 

14 董伊诺 数字艺术类 致 

15 窦浩文 数字艺术类 漂浮 ING 

16 管浚皓 数字艺术类 永久封禁 

17 郭珺涵 数字艺术类 Springday 春日 

18 韩一菲 数字艺术类 《早餐》 

19 何嘉媛 数字艺术类 气象科普知识 

20 黄新谱 数字艺术类 PIP Is Platformer 

21 黃丹凝 数字艺术类 谱岁 

22 姜楷愈 数字艺术类 《迷失》 

23 姜杼君 数字艺术类 不要作手机的奴隶 

24 蒋一冉 数字艺术类 光 light 

25 蒋泽航 数字艺术类 Arduino贪食蛇 

26 蔣瑞釗 数字艺术类 《律》游戲概念短片 

27 金书卉 数字艺术类 春泥 

28 康宇妍 数字艺术类 鱼的星期三 



序号 姓名 参赛类别 参赛作品名称 

29 兰佳睿 数字艺术类 自欺欺人 

30 李丁一 数字艺术类 MeteoriteChallenge 

31 李昊远 数字艺术类 无名火 

32 李梦飞雪 数字艺术类 PUPPY  ADVENTURE 

33 李述坤 数字艺术类 别回头 

34 李易成 数字艺术类 《氟西汀》 

35 李逸群 数字艺术类 ShenZhen wonder 

36 廖天锦 数字艺术类 人类盲盒 

37 林弘涛 数字艺术类 《为了荣誉》 

38 林静 数字艺术类 父亲的背影 

39 刘婕妤 数字艺术类 北国之秋住小城 

40 刘潇蔓 数字艺术类 不许抢我的牛奶！ 

41 刘潇宇 数字艺术类 代课 

42 刘盈含 数字艺术类 不堪纷扰 

43 龙思宇 数字艺术类 《多瑞的电影世界》 

44 卢硕 数字艺术类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45 陆顾昊 数字艺术类 闹乌卓玛 

46 陆思辰 数字艺术类 《半颗门牙》 

47 陆心彦 数字艺术类 《我的高中生活》 

48 马名轲 数字艺术类 Angry Mother 

49 缪昕溦 数字艺术类 谁是魔王 

50 农佳颖 数字艺术类 恬静小憩 

51 祁思远 数字艺术类 Springday 春日 

52 邱丽瑾 数字艺术类 《节奏》 

53 瞿智恒 数字艺术类 《碎梦》 

54 施奕含 数字艺术类 夏 

55 苏珏娜 数字艺术类 自导自演 

56 孙浩宸 数字艺术类 《背面》 

57 王菁 数字艺术类 莫比乌斯环人生 



序号 姓名 参赛类别 参赛作品名称 

58 王思尹 数字艺术类 “救赎” 

59 吴邦源 数字艺术类 给我起“外号”的老师 

60 吴瑾翧 数字艺术类 人类观察日记 

61 吴念琪 数字艺术类 忧解魔毯 

62 吴彤 数字艺术类 《礼物》 

63 奚九思 数字艺术类 抗疫之地 

64 肖秋銮 数字艺术类 《墙》 

65 杨国琛 数字艺术类 ROBOT 

66 杨灏 数字艺术类 《17/∞》 

67 杨晓雨 数字艺术类 《记梦》 

68 叶佩琪 数字艺术类 面 

69 张海露 数字艺术类 app《一室》 

70 张瀚誉 数字艺术类 《3 月 19 日观星日记》 

71 张睿嘉 数字艺术类 Value 

72 郑羽欣 数字艺术类 基于 yolov4-tiny的口罩佩戴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