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2021 年四川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高职组）获奖名单
（按获奖等级和参赛教师、学校名称排序）

一、公共基础课程组

（一）一等奖（16 个）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获奖等级

1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美丽、李 倩、李泽虹、王 姣 一等奖

2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刘 璇、蒋 琳、秦 琛 一等奖

3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袁金娥、林晓辉、王 彬、广冬梅 一等奖

4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罗 莉、程 佳、张丽丽、周玥彤 一等奖

5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吴玉西、唐 婧、张晶晶、王 慧 一等奖

6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胡恒丽、董 文、文 婷、滕 栩 一等奖

7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 伟、蔡 彦、何 格、孙立力 一等奖

8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志友、陈芳雯、何 玥、王 榛 一等奖

9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陈君丽、陈佼立、黄文韬、石景秀 一等奖

10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薛艳玲、胡 瑞、殷阳丽、张玲玲 一等奖

11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玲玲、李冰梅、文 莉、许留锋 一等奖

12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黄蜀云、周 婵、肖 珊、邓 玲 一等奖

13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蓉霞、祁 鹏、宋小鸥、李澔铃 一等奖

14 四川铁道职业学院 张佳文、李 博、李小菲 一等奖

15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 茜、马少文、郎如香、邓丽华 一等奖

16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郭 曼、伍 星、文 阳、杨晓英 一等奖



（二）二等奖（29 个）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获奖等级

1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孙建东、谢 梅、张 媛、吕幸君 二等奖

2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林 燕、王海燕、曾德静、邓 婷 二等奖

3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春梅、张立人、张德荣、唐 璐 二等奖

4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洪弋力、黄文虹、潘 岚、刘建军 二等奖

5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 瑀、汤代林、张 丹、潘清文 二等奖

6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吴小平、窦维飞、周倩宇、邹裔静 二等奖

7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朱 昉、蒋小燕、徐艳丽、罗 慧 二等奖

8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冯 杨、何 丽、韩 莉、赵川林 二等奖

9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向 洁、王誉儒、张建敏 二等奖

10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贺麟迤、胡俊杰、谢依名、杨 燕 二等奖

11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卿 熠、彭瑶瑶、张诗淇、杨 鸿 二等奖

12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箭飞、李良勇、吕超荣、付 玉 二等奖

13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简 杰、吴 峥、马红莉、翟兴旺 二等奖

14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蔡小丽、辜良军、陶小华、张鸿雁 二等奖

15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熊 彧、孟 夏、赖 雯、白利闪 二等奖

16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陈 渝、王 旭、文 斯、王 琪 二等奖

17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钟 戎、郑 丽、先柯桦、史蓓蓓 二等奖

18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穆 岚、程 勇、王志勇、陈俊名 二等奖

19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杨 苓、任睿娟、孟 月、李昕玥 二等奖

20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何 莉、强娇娇、杜沅荫、康乃馨 二等奖

21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 雁、王 云、李盘润 二等奖

22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程元元、王艳荣、张诗甯、李 清 二等奖

23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常 静、李 婷、邱 婷、张 永 二等奖

24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马 农、葛宗叶、孟秋燕、赖国毅 二等奖

25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陈亚平、本 萑、景 春、胡 琼 二等奖

26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王坤容、雷 厉、任虹静、李 霓 二等奖



27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冯良亮、张 莹、程 卫、李 燕 二等奖

28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王 丽、魏成毓、高晓明、侯述娟 二等奖

29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王 琦、龚小聪、张晓莉、陈 琦 二等奖

（三）三等奖（50 个）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获奖等级

1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宝 娟、刘真安、戴 黎、唐 辉 三等奖

2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戴林红、刘艳君、郑秀艳、贺 悦 三等奖

3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龚川峰、罗晓晴、代 煦 三等奖

4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 芳、何菁雯、王 静、晋可欣 三等奖

5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赵 跃、杨 静、邵嘉伟、冯 乔 三等奖

6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赵 静、罗明飞、张贤杰、杨 露 三等奖

7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韩朝辉、姜 军、张 琦 三等奖

8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陈晓通、张思寻 三等奖

9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左 陵、陈 姣、李 欢、赵玥玘 三等奖

10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陈 登、王仕艳、尚 进、徐里萍 三等奖

11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罗征健、段东升、周婵娟、袁艳秋 三等奖

12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柏佩利、雷启莲、陈 卓、代 欣 三等奖

13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程 黎、陈丽颖、雷 蕾、王 燕 三等奖

14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赵 勇、何 宏、帅 培 三等奖

15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王海燕、代丽佳、邓加强、徐红梅 三等奖

16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吕 欢、邹涪陵、李 茂、张纲毅 三等奖

1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赵丽琼、李方玉、黄文杰、周群英 三等奖

18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邱有春、高 娜、陈长忆 三等奖

19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杨 超、万慧颖、雷嘉欣 三等奖

20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黄 艳、于海平 三等奖

21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王丽萍、翁晓琴、朱冬梅、卢琳琅 三等奖

22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熊祥梅、赵玉兰、张 琴 三等奖

23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王 宇、钟 洁、唐 华、陶俊辉 三等奖



24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蒋彤彤、张羽茜、谌丹阳、唐文艳 三等奖

25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倪海亮、吴 陈、冀俊平、许向东 三等奖

26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苏梦琦、雷 斌、钟 倩、徐万瑶 三等奖

27 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杨亚娟、孙东平、胡潇涵、尹描 三等奖

28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雍 军、崔维清、敬婷婷、胥 静 三等奖

29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刘龙祥、耿达军、侯 嘉 三等奖

30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钟 玲、陈 鸾、邬宗国、吴 伶 三等奖

31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邱 茜、冉爱华、蒋 瑜 三等奖

32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杨晓蕾、冯建荣、朱秘颖、何 煦 三等奖

3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肖永蓉、张玉霞、彭 丽、李 立 三等奖

34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邓雁方、王 未、庞培培、吴 彬 三等奖

35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刘 晓、李 倩、石宇宁、邱 林 三等奖

36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曾令怡、江黎霖、谢 静、张艺维 三等奖

37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倪 虹、张 敏、李 伟、李 想 三等奖

38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郭 茜、侯 珏、唐 双 三等奖

39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宋志萍、刘 源、杨永颖、王利强 三等奖

40 四川铁道职业学院 李 娟、瞿荣华、尹小辉、郭小林 三等奖

41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杨 怡、洪晓静、梁 乔、李 捷 三等奖

42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秦 丹、罗智凯、张家斗、张 莉 三等奖

43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杨小丁、张 红、陈怡阳 三等奖

44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付爽竹、吴璐璐、何 倩、刘 媛 三等奖

45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杨清扬、刘 倩、许 燕、钟玲莉 三等奖

46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杜慧琴、杨婷婷、李 欣、郭 聃 三等奖

47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周 松、周 薇、赵 娟、王丽英 三等奖

48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郑雅琴、文柏力、赵 榆、田 鹏 三等奖

49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阮杰昌、王晓平、喻利娟、徐莹瑶 三等奖

50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刘林林、肖 扬、苏 旻、徐梨苹 三等奖



二、专业课程一组

（一）一等奖（34 个）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获奖等级

1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杨丽均、沈 睿、况 瑢 一等奖

2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史 媛、冯玉华、吴 宏、李珊珊 一等奖

3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雷朝晖、赵 曾、胡怡然、何 莉 一等奖

4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范 芳、陶沙沙 一等奖

5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胡 莹、周 兴、张 欣、何雨璞 一等奖

6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王 洵、何先定、李 恒、严向峰 一等奖

7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吴庆丽、黄艳飞、张金容、王 慧 一等奖

8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赵 航、王亚楠、张馨月 一等奖

9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徐平乐、舒 莉、蒲华略 一等奖

10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周 燕、朱 媛、姚光红、陈香帆 一等奖

11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靳 婕、徐燕梅、罗诗凡、董玉洁 一等奖

12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曾泽霞、何 波、刘利亚、刘红莲 一等奖

13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宋依蔓、弋微微、李红英 一等奖

14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蒋明慧、郝晓玉、王 敏 一等奖

15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朱洪端、曾维静、杨惠玲 一等奖

16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朱 英、聂 红、张熳铷、陈 静 一等奖

17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何 伟、张海霞、许妍媛 一等奖

18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丁楠娟、李灵杰、杨 艺 一等奖

19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张 楠、温 沁、罗 希、罗 爽 一等奖

20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仁兴、陈 勇、李 文、周 晶 一等奖

21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陈 玲、周林军、李 婷、漆 翔 一等奖

22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廖小琴、龚 庆、刘 茜、谢晓倩 一等奖

23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刘鉴秾、万 健、宋丹露、杨卫奇 一等奖

2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孟 化、刘 薇、余 蕊、谭小辉 一等奖

25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杨 萍、陈绿娟、袁 瑗、陈 敏 一等奖



26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张巾爽、刘晓满、孙媛媛、王宇宏 一等奖

27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方 文、李 华、吴冬梅、高丽英 一等奖

28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杨陈慧、刘倩倩、叶 青、余冠男 一等奖

29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徐 洋、王瑷琳、李艳平、文雨丝 一等奖

30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肖体江、左韵雅、苟 倩、张立涛 一等奖

31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 媛、张绍林、向玉玲、阳旭艳 一等奖

32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何 丹、何靖柳、李小梅、张 恒 一等奖

33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张锐丽、陈洪容、门延会、胡 蓉 一等奖

34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王 岚、姚正大、阳璐西、钟雯昕 一等奖

（二）二等奖（44 个）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获奖等级

1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王 川、韩亚东、毛雨曦、王琳兰 二等奖

2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晓霞、刘改红、陈丽涵、古 运 二等奖

3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韩 勇、余 倩、周远非、何振中 二等奖

4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郑良焰、黄雅杰、杨 敏、鲁志平 二等奖

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李珍林、方 丹、康国珍、彭玲莉 二等奖

6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简显锐、张 明、吴青峰、刘一畅 二等奖

7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宋慧娟、江 舸、王晓莹、薛 佳 二等奖

8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路德慧、陈 霞、刘海燕、余莉莎 二等奖

9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钱 微、李亦紫、杨 露 二等奖

10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邢春娥、马春琴、杨 洁、沈艺云 二等奖

11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梦娜、何小钧、徐丽丽、杨 勇 二等奖

12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杨 岍、贾 曦、梅 艳、王 丽 二等奖

13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云兵、胡丹萍、陈叙笛、白凯文 二等奖

14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熊 艳、杨 芳、杨家蓉、刘莎莉 二等奖

15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唐 君、周枚霖、李勇胜 二等奖

16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甘婷婷、王甜然、李 梅 二等奖

17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李律佳、李 旭、严 东、王 卉 二等奖



18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周 强、李 念、李 坤、任震宇 二等奖

19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宋铭明、刘 波、张浚枫、张利 二等奖

20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杨雨颜、伍婷婷、何 力、毕似琼 二等奖

21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王 兰、华 章、胡清灵 二等奖

22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彭 洁、黄 曦、梁 凤 二等奖

2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 芳、王 苏、蒋 敬 二等奖

24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梁 宁、杨旻旻、戴桂君、何全文 二等奖

25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崔 燕、赖周林、刘 凤 二等奖

26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邓 律、陈晓雪、陈 杨、乔 龙 二等奖

27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王媛媛、张艺华、吴 强、姚明傲 二等奖

28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邹 翔、段艳文、皮代军、吴 旭 二等奖

29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宁思华、张平昕、肖华亮 二等奖

30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宣雯娟、赖 欢、张 霞 二等奖

31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史筱红、周 英、李敏敏、张 瑜 二等奖

32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吴 丹、张 蕾、吕 颖、温立军 二等奖

33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赵 莹、李浩然、郭 娜、赵 宁 二等奖

34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安冬冬、余 思、涂子学、陈泽云 二等奖

35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周春容、杨仁怀、史宏宇、肖祥林 二等奖

36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谭 科、陈海英、罗 婧、申 莉 二等奖

37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邹得宝、周 丹、吴雨昕、张 雄 二等奖

38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杨 超、李幽幽、赵 露、谢仕玲 二等奖

39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刘星余、廖丽琴、霍秀秀 二等奖

40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周 滟、姜 莉、潘 锋、张倩莉 二等奖

41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潘 锋、姜 莉、周 滟、杨 波 二等奖

42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谢鸿斌、金 叶、王 双、方 磊 二等奖

43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史思乡、马 莉、申慢慢 二等奖

44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郭莉梅、牟 杨、李沁媛、张 芳 二等奖



（三）三等奖（88 个）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获奖等级

1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蒋 文、何金琼、冯 娜、黎 华 三等奖

2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郭雅楠、余彦秋、梅 子、周芳菲 三等奖

3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董 蓉、刘星宇、蒲 宏、李美清 三等奖

4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胡 迪、陈 颜、沈小莉、李 权 三等奖

5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凤仪、黄 琳、谢 珊 三等奖

6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新艳、安莉莉、严伦达、盛 艳 三等奖

7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魏玉兰、周任静、王 珏、吴 瑜 三等奖

8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蒋 洁、王成新、杨羽宇 三等奖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谢潇晓、罗江丽、李 兵、薛爱芬 三等奖

10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张迪雅、杨雯雯、张 汇、傅金能 三等奖

11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余 聪、李艾霖、刘洋孜、陈 军 三等奖

12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冯 琳、王 婷、韦秋杰、彭 丽 三等奖

13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吴 雪、王瑞珏、向 明、刘柳杉 三等奖

14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罗 颖、熊 巍、慕小千、唐 倩 三等奖

15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冯 丽、廖 平、苏珊珊、石 帅 三等奖

16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谢海屏、范 梅、曹静怡、李欣霖 三等奖

17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罗朝阳、向洪武、张 辉 三等奖

18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黄春蓉、谭 燕、杨 玲、杨 毅 三等奖

19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杨发毅、谭 琳、陈柏宇、代宇艳 三等奖

20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陈益庆、杨建新、叶乂鉾、阮实惠 三等奖

21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陈 双、蒲桃红、马静月、何依蔓 三等奖

22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李雪芬、郄亚微、张淑琴、毛振龙 三等奖

23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姚懿菲、张 璐、高旗红、陈彦吉 三等奖

24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郑兴梅、杨小锋、徐 强、黄 鑫 三等奖

25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宋子睿、王 悠、曹呈楠、张瑞琪 三等奖

26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万 幸、罗万波、王 倩、潘绍飞 三等奖



27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张 俊、周莉江、李 欧、高 燕 三等奖

28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郑 佳、兰 英 三等奖

29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熊 柳、李祖春、张礼艳、周秀娟 三等奖

30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熊 隽、李世彬、何 勇、陈 林 三等奖

31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 玲、夏 汛、刘 利 三等奖

32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林建兵、杨晓勇、周家领、雷 勇 三等奖

33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李颂洲、徐 彬、刘岳苹、甘小梅 三等奖

34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黄 芮、杨光辉、雷 琴 三等奖

35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曾 华、牛旭峰、张 逊、胡小莉 三等奖

36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徐艳霞、王 柳 三等奖

37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李 攀、刘春华、赵 桢、黄 波 三等奖

38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乔欢欢、蒋 勇、贾陆军、王启强 三等奖

39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田德刚、闫涵玉、侯雪梅 三等奖

40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李茂粉、张晓玥、孟春燕、黄 娜 三等奖

41 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叶 璐、王 清、蒋念琪、杨 瑶 三等奖

42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唐 珊、袁世宁、程淑婉、邹敏 三等奖

43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许 静、刘潇雨、李 馨、王 超 三等奖

44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余 海、方 刚、马京晶、郑代富 三等奖

4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张丹宁、刘智毅、张耀文 三等奖

46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刘 娜、杨 亚、赵安倩 三等奖

47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徐晓苡、张芸芸、刘春艳 三等奖

48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伍晓亮、杜雨轩、王春焱、张 鹏 三等奖

49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 丹、李 斌、陶 柳、曾颖峰 三等奖

50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侯 琳、苏丙杰、何琼盆、朱 娟 三等奖

51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 杰、何烛明、徐素洁 三等奖

52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李 甜、任 磊 三等奖

53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宋 科、王 艳、陈家帅、张 双 三等奖

54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苏 岚、黄 鑫、周晓莉、姚永萍 三等奖



55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谭 宇、陶 凤、郑 艳、陈 林 三等奖

56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荆 凯、张立杰、谢晨琳、何郑曦 三等奖

57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杨转运、张 淼、谌菊红、冷 丹 三等奖

58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李璇琼、何应鹏、刘春阁、郭豫宾 三等奖

59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张秋娇、黄南铨、黄 珣、毛 荣 三等奖

60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杨昌义、方建华、李 健、温继芳 三等奖

61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吉 巍、何 林、刘乙橙 三等奖

62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杨晓敏、韩家军、陈诗颖、张殿波 三等奖

63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吴桂梅、赵佩玉、王启念、曾红晏 三等奖

64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李红英、杨万蓉、彭夕芩、蒋紫琪 三等奖

65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卢 莹、林超群、邓瑞瑞 三等奖

66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王 颖、张 敏、徐映若 三等奖

67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刘语欢、张修阳、梅皓然、张 杰 三等奖

68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高艳芹、韩卓儒、周 彤、施曼璐 三等奖

69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 姚 瑀、余 珊、唐 琳 三等奖

70 四川铁道职业学院 谢莉莎、滕韦娅、祝 瑾、廖星煜 三等奖

71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王 亮、张虹霞、刘衍会 三等奖

72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屈渟渟、赵彬言、何 颖、赵湘怡 三等奖

73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陈 帅、何福超、陈海旭 三等奖

74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谢文贤、舒珮瑾、高常梅、柳淑琴 三等奖

75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雷 科、甘星星、李 娟、鄢明强 三等奖

76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喻赛萱、李 雪、曹文静、徐礼培 三等奖

77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王 瑜、何玉雯、王竞男、陈鑫星 三等奖

78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刘亚梅、左文丽、杨 丹、李延美 三等奖

79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李 玉、陈 丽、鲍明明、刘 学 三等奖

80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汪 林、何冬明、曾 婷、王 欣 三等奖

81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邓良岑、周 敏、帅俊利 三等奖

82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蔡春堂、徐 凤、蒋 雪 三等奖



83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刘 竹、马 俊、张馨尹 三等奖

84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杨一兰、许 江、袁 印 三等奖

85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季秋媛、曾祥容、胡洪菊 三等奖

86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谢生伟、任国强、张宝中、许 江 三等奖

87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衡 媛、袁小春 三等奖

88 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建林、杨 柳、邹书艳 三等奖

三、专业课程二组

（一）一等奖（9 个）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获奖等级

1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李 军、李 冬、孙建丽、张 霖 一等奖

2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缪礼红、李 望、周立蓉、余 静 一等奖

3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李金娟、江 艳、赵婧羽、陈清华 一等奖

4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孙会宁、邓小锋、韩文静 一等奖

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林 琳、罗茂元、张 翔、陶 丽 一等奖

6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杜 娟、李 明、章友谊、李 欣 一等奖

7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郭 欣、谭红君、杨晓艳、施 芸 一等奖

8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李春华、罗丽蓉、曾学燕、谭君梅 一等奖

9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温兴宇、黄 敏、赵育红、王 娜 一等奖

（二）二等奖（30 个）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获奖等级

1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李晓娜、曹玉东、邹巧毅、朱 霞 二等奖

2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杨婷婷、吕晞梅、梁 洁、彭诗茗 二等奖

3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姚 丽、赖运平、韦献雅、杨欣伦 二等奖

4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申 莎、边 艳、何 艳、郭 玉 二等奖

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晏 燕、刘 莉、邹 宇、李 旻 二等奖

6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建波、周 敬、曾凡梅、曾扬眉 二等奖



7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岑菲菲、朱链链、魏荷琳、陈 曦 二等奖

8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张 慧、罗 丹、王梦娜、马智群 二等奖

9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周丽娜、李 洁、郑钰琪、李 刚 二等奖

10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 鹏、李园媛、段会静、谢永建 二等奖

11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魏文武、王 丽、陈 航、伏晓科 二等奖

12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陈孟琰、杨琪芮、牟泳宇、黄 禾 二等奖

13 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 张 媛、杨 琴、吕燕茹、廖芋洁 二等奖

14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段益莉、郭 嘉、梁亚男、王 锐 二等奖

15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李 佳、李 淼、杨 洋、李达炜 二等奖

16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胡作成、尤 志、刘嘉豪、周 露 二等奖

17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屈 超、黄 坤、何 风 二等奖

18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毛 娅、韩亚会、黄礼丽、古明鲜 二等奖

19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李 丹、侯忠坤、赵 强、张玉俊 二等奖

20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袁 杰、贾超超、李家玉、赵启明 二等奖

21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 胜、郭金英、张 茜、胡德贵 二等奖

22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颜苏刚、赵晓春、张 杰、胡堰鸿 二等奖

23 四川铁道职业学院 刘旭东、霍芳霄、曹 刚、杨 凤 二等奖

24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莫林峰、朱韬熹、何 黎、曾 田 二等奖

25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洪耀杰、张纪龙、程心妍、曾艳玲 二等奖

26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彭 瑶、陈 瑾、欧 丹、黎云海 二等奖

27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 玮、冷 伟、罗晓东、刘 川 二等奖

28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宋晓雯、杨玉好、贺仕伟、覃 勇 二等奖

29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张雪庆、闵 捷、黄 蕾、殷显艳 二等奖

30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郝孟军、宫 涛、陈 丹、刘福华 二等奖

（三）三等奖（45 个）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获奖等级

1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张 驰、石 静、赵 蓉、兰 琪 三等奖



2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文 燕、刘廷敏、向模军、李 雪 三等奖

3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杨胜龙、杨 铱、文绍琼、张诗韵 三等奖

4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雷佳虹、刘 玮、李彤彤、朱 瑛 三等奖

5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谢 丹、陈 铭 三等奖

6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刘 瑶、廖以银、马 滔、王 娟 三等奖

7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张 超、伍 博、范微维、杜晓东 三等奖

8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陈国强、王 潇、陈咨含、唐利平 三等奖

9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应 桦、宋建群、周书来、余 杰 三等奖

10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马凝儿、杨 宁、林 杨、高 媛 三等奖

11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李杉杉、陈婷婷、胡婷婷、张 凯 三等奖

12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罗金生、隆良梁、陈 肯 三等奖

13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罗 凌、陈 旺、周秩宇、高 峰 三等奖

14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岳桔安、赵 丽、高蜀晋、李升红 三等奖

1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任 娇、黄 琨、顾 丹、邓 力 三等奖

16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杜 楠、张丽娟、狄藤藤、曹宁波 三等奖

17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赵灼辉、王巍横、黄永禄、黄忠胜 三等奖

18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段国艳、唐 伟、李 晶、赖 诚 三等奖

19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艾 曦、杨本君、杨田菻、朱凝秀 三等奖

20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黄 霜、罗明凤、蒋亚风、许伟 三等奖

21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徐建春、周 瑾、丁明刚、罗 敏 三等奖

22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姚瑞玲、张永鹤、毛宏萍、郭 蔚 三等奖

23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付永山、多 浩、杨玉婷、杨 勇 三等奖

24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梅、夏仁娟、唐晓华、李中志 三等奖

25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宋 玲、张川蓉、张 峻 三等奖

26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郑 爽、李雨婷、张雨阳、赖华兵 三等奖

27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张 丽、张倚铭、易 分 三等奖

28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高彦芝、易丽云、杨 丹、肖 川 三等奖

29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李玉连、杨子娟、黄丽芳、邓 敏 三等奖



30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何昱昊、杨 珏、卓玉洁、罗雨航 三等奖

31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何 霖、师维娟、冯文强、乔燕燕 三等奖

32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包杨川、刘 娟、张 璐 三等奖

33 四川铁道职业学院 毛永文、李 杰、杜斌刚、马 元 三等奖

34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徐 伟、刘 俊、李 雄、刘 迅 三等奖

35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魏 蕾、陈 丽、冉艾玲、贺更源 三等奖

36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张春雷、王 玥、王 晶、王智慧 三等奖

37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张礼婷、李佳兰、安咪咪 三等奖

38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蒋才银、寇苏月、刘馨翼、何 玲 三等奖

39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李 雪、易路博、黄小玉、何 金 三等奖

40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刘芳语、严 娟、冯晓利、刘 冲 三等奖

41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姜佳薇、韩 立、高 崔、黎永建 三等奖

42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蒋虹宇、杨 林、武 宁、杨 铸 三等奖

43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曲春梅、马晓强、王红梅、韦泽训 三等奖

44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李巧义、蒲彦儒、米 雨、崔敬潇 三等奖

45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王 雪、陈 航、蔡小龙、钟雅琴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