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8 年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说课交流活动

获奖名单

展示选手获奖名单：

序号 展示教师 学校 奖项

1 董科卉 武汉市艺术学校 一等奖

2 郭文婷 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3 蔡易彤 珠海市技师学院 一等奖

4 吕方翠 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5 张乐真 青岛市城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6 付 娟 皖北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一等奖

7 宋宁宁 曲阜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8 王平康 海南省海口旅游职业学校 一等奖

9 张 兰 海南省洋浦技工学校 一等奖

10 袁 静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1 孙小旭 十堰高级职业学校 一等奖

12 苏雪峰 云南省澄江县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13 江东杰 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一等奖

14 温慧超 天津市劳动保护学校 一等奖

15 王黛君 海南省第二卫生学校 一等奖

16 侯海凌 青岛艺术学校 一等奖

17 肖 丹 新疆工业经济学校 一等奖

18 刘纯珍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19 郭 澍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一等奖

20 张玉琴 巴州红旗高级技工学校 一等奖

21 童秋萍 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 一等奖

22 施林芬 杭州市萧山区第二中等职业学校 一等奖

23 冯 芳 海南省商业学校 一等奖

24 梁嘉晖 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25 高 冲 山东省威海市水产学校 一等奖

26 刘焕芳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27 汪 琴 伊犁技师培训学院 一等奖

28 张菲菲 惠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29 米晓丽 宁波经贸学校 二等奖



序号 展示教师 学校 奖项

30 王 楠 湖北省机械工业学校 二等奖

31 姚忠洪 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32 杨惠雯 长春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33 于 娟 云南建设学校 二等奖

34 郭超婷 浙江省江山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35 陈 蕾 陕西省彬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二等奖

36 雷 雄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37 王燕燕 海南省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38 段淑丽 海南省洋浦技工学校 二等奖

39 马婕姝 长春市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40 杨 慧 四川省岳池职中 二等奖

41 张 丽 亳州中药科技学校 二等奖

42 曲丽娜 吉林工业经济学校 二等奖

43 聂 丹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二等奖

44 林 冰 揭阳市卫生学校 二等奖

45 刘 佳 巴州红旗高级技工学校 二等奖

46 胡淑聪 安徽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 二等奖

47 喻 言 合肥铁路工程学校 二等奖

48 康生梅 青海省互助县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49 张婷婷 呼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 二等奖

50 史盛欣 汉阴县职教中心 二等奖

51 杨 超 陕西省泾阳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52 白从稳 河北省深州市职教中心 二等奖

53 朱开锋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 二等奖

54 苏 艳 曲阜中医药学校 二等奖

55 徐 臻 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56 皇淑芳 和林格尔职业高级中学 二等奖

57 李文毅 青岛幼儿师范学校 二等奖

58 陈 莹 株洲市幼儿师范学校 二等奖



序号 展示教师 学校 奖项

59 孟 妹 天津市机电工艺学院 二等奖

60 胡 霞 慈溪市锦堂高级职业中学 二等奖

61 易颖晟 武汉市财政学校 二等奖

62 周生彬 山东省青岛卫生学校 二等奖

63 俞晶晶 宁波市宁海县技工学校 二等奖

64 邓啊娇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65 金 晶 张家口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66 吴妍秋 云南省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67 郭 毅 天津市红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68 黄 丹 沈阳市轻工艺术学校 二等奖

69 武悦心 沈阳市旅游学校 二等奖

70 孟凡杰 余姚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71 白超群 湖南省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72 王 莉 巴州师范学校 三等奖

73 陈志刚 河北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74 陈 欣 广西物资学校 三等奖

75 詹长玲 皖西经济技术学校 三等奖

76 王洁丽
辽宁省阜新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专业

学校
三等奖

77 谢 媚 信宜市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78 赵 鹏 西安市卫生学校 三等奖

79 周 艳 长沙市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80 覃 爽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81 孟迎新 河北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82 付巧玲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83 孙 嘉 北京昌平职业学校 三等奖

84 李 新 河北曲阳雕刻学校 三等奖

85 林 艳 广西物资学校 三等奖

86 李 盼 长沙汽车工业学校 三等奖



序号 展示教师 学校 奖项

87 翟贺男 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 三等奖

88 吴晓莎 天津市经济贸易学校 三等奖

89 朱欣婧 楚雄技师学院 三等奖

90 古晓敏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91 刘晓阳 临沂市农业学校 三等奖

92 常 雪 吉林女子学校 三等奖

93 马 腾 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三等奖

94 杨 燕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职业教育中心 三等奖

95 刘雪宁 包头机械工业职业学校 三等奖

96 隆红梅 四川省德昌县职业高级中学 三等奖

97 宋 伟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98 李海艳 沈阳市化工学校 三等奖

99 易 鑫 广西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三等奖

团体获奖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奖项

1 河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优秀组织奖

2 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优秀组织奖

3 吉林省教育学院职成研训院 优秀组织奖

4 浙江省教育厅职成教教研室 优秀组织奖

5 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优秀组织奖

6 山东省教育研究院 优秀组织奖

7 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所 优秀组织奖

8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所 优秀组织奖

9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指导委员会 优秀组织奖

10 广西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优秀组织奖

11
海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德育专业带头人（培养对象）

工作室

优秀组织奖



12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优秀组织奖

13 新疆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优秀组织奖

14 青岛市教育研究院 优秀组织奖

15 青海省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优秀组织奖

16 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优秀组织奖

17 宁波市教育局职成教教研室 优秀组织奖

18 云南省教育厅德育处 优秀组织奖



附件 2

2018 年中等职业学校美育课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说课交流活动

获奖名单

展示选手获奖名单：

序号 展示教师 学校 奖项

1 徐丽贤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2 陈力子 浙江省衢州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3 赵颖洁 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4 尤美怡 长春国际经济贸易职业中专 一等奖

5 张艳辉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6 谢亚雷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一等奖

7 蒋华剑 浙江省义乌市城镇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8 刘宽宏 青岛市城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9 周慧君 山东省轻工工程学校 一等奖

10 陈 瑛 新邵县职业中专 一等奖

11 刘 珍 株洲市幼儿师范学校 一等奖

12 于 帅 大连瓦房店市机械制造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13 李显阳 邯郸市第六职业中学 一等奖

14 许梦云 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 一等奖

15 刘耀慧 高碑店市职教中心 一等奖

16 蒋 婕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一等奖

17 侯 翔 河南省工业科技学校 一等奖

18 何 娟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19 焦雪花 郑州市财贸学校 一等奖

20 沈 悦 广西华侨学校 一等奖

21 李梦梅 武汉市新洲高级职业中学 一等奖

22 王雪梅 舒兰市职业高级中学校 二等奖

23 陈 旭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 二等奖

24 范旦雪 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 二等奖

25 陈 浩 长春市创业中等职业学校 二等奖

26 冯俊杰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27 刘 洋 大连商业学校 二等奖

28 刘禹飞 辽宁省沈阳市轻工艺术学校 二等奖

29 李振家 娄底幼儿师范学校 二等奖

30 胡 滨 北京市实美职业学校 二等奖

31 陈周萍 宁波市慈溪市周巷职业高级中学 二等奖

32 杨 岚 秦皇岛市特殊教育学校 二等奖



序号 展示教师 学校 奖项

33 于华新 山东省文登师范学校 二等奖

34 陆静静
余姚市技工学校

二等奖
（余姚市职成教中心学校）

35 黄妙琦 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二等奖

36 陈 光 怀来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二等奖

37 于 米 辽宁省鞍山市交通运输学校 二等奖

38 孙洪锐 山东省平度师范学校 二等奖

39 杨 雪 武汉市仪表电子学校 二等奖

40 李 岩 武汉市财贸学校 二等奖

41 王 敏 乐山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二等奖

42 汪宝玉 梅州市大埔县田家炳高级职业学校 二等奖

43 张仲文 吉林省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44 杜宇峰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45 魏 红 武汉市财贸学校 二等奖

46 袁 茹 安徽省阜阳工业经济学校 二等奖

47 徐黎莉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二等奖

48 姜 彬 青岛烹饪职业学校 二等奖

49 杨 帆 安徽金寨职业学校 二等奖

50 张楚旋 吉林轻工业学校 三等奖

51 李 威 辽宁省鞍山市交通运输学校 三等奖

52 邢白雨 辽宁省阜新市第三职专 三等奖

53 木尔斯基 阿坝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54 李 曼 河南省外贸学校 三等奖

55 丁 琪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三等奖

56 丁雪芮 凉山民族师范学校 三等奖

57 何玟颖 衡阳幼儿师范学校 三等奖

58 张 丽 辽宁省本溪市化学工业学校 三等奖

59 曹荣霞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60 刘梅梅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61 杨 喆 山东省济宁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62 朱 丽 安徽省徽州师范学校 三等奖

63 严 月 浙江省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 三等奖

64 施雯 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65 陈欣 涿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等奖

66 王菡 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 三等奖

67 阳颖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三等奖

68 段青霞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69 黄利群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三等奖

70 翟双红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三等奖



团体获奖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奖项

1 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优秀组织奖

2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公共艺术专业指导委员会 优秀组织奖

3 广西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优秀组织奖

4 河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优秀组织奖

5 河南省职业技术教育教学研究室 优秀组织奖

6 吉林省教育学院职成研训学院 优秀组织奖

7 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优秀组织奖

8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所 优秀组织奖

9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优秀组织奖

10 浙江省教育厅职成教教研室 优秀组织奖

11 宁波教育局职成教教研室 优秀组织奖

12 大连市教育学院职教部 优秀组织奖

13 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优秀组织奖

14 株洲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优秀组织奖

15 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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