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2021 年四川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中职组）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公共基础课程组

（一）一等奖（20 个）

序号 市（州） 参赛单位 教学团队

1 成都市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马 蕾、李 昕、王 丹、吴玉珍

2 成都市 四川省旅游学校 蒲 欢、张鑫莉、祝红文、陈 阳

3 自贡市 富顺职业技术学校 覃 睿、李 萍、严 淑、陈 星

4 自贡市 自贡职业技术学校 刘 霜、王 翌、刘 霞、刘燕凤

5 绵阳市 四川九洲技师学院 胡 明、赵 莉、严月宏

6 成都市 成都核瑞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吴为为、王 玮、黄德红

7 雅安市 四川省档案学校 王三刚、刘玉香、郑 波、蔡志刚

8 宜宾市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职业技术学校 周雪梅、罗 越、张培金、李福森

9 资阳市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马惠征、沙媛媛、牟红梅

10 乐山市 乐山市嘉州卫生职业学校 李 翔、董晓岚、黄宇晴、张 楠

11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王 雯、景红英、唐 勇、邓 嫱

12 德阳市 四川省商贸学校 王 娅、王友欢、杨红梅、黄 丽

13 成都市 四川省水产学校 罗中华、杨 滢、余 辉

14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谭 敏、程弋可、温晓莉、谢 杰

15 德阳市 四川省商贸学校 张 宇、孙 娟、郭 瑞

16 泸州市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王 奕、胡 什、胥 杰、谢刘欣

17 雅安市 四川省档案学校 杨 娟、周锦鹏、王 垠、何 皎



18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韩竹梅、苏 念、李 莉、彭 杨

19 甘孜藏族

自治州
甘孜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 罗 素、华 雪、范丽娟、高朝琴

20 乐山市 四川省乐山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王 敏、吕佳玲、李骧昱、李韫婷

（二）二等奖（37 个）

序号 市（州） 参赛单位 教学团队

1 遂宁市 四川省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张凤英、曾 兰、袁 旭

2 雅安市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 吕登蓉、叶芋伶、冯媛媛、陈 杰

3 泸州市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聂 丹、朱 燕、罗婷丽、杨刘铭粤

4 广元市 四川核工业技师学院 郎 昆、田菲菲、曾昱琳

5 宜宾市 四川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 李 婕、梁洪波、曾冰洁、朱 福

6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 明安丽、邱 萍、陈黎丝、何峰燕

7 泸州市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杨 维、杨文秀、李秋梅、雷 叶

8 遂宁市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王 琴、胡琴琴、邓 宇、魏嘉琳

9 成都市 都江堰市职业中学 王颖婷、吴 倩、罗 虎、袁 薇

10 宜宾市 四川省屏山县职业技术学校 邓 旭、杨 欣、李雯雯、邓 丽

11 资阳市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王 慧、胡志敏、林晓艳、唐红梅

12 达州市 四川省开江县职业中学 顾江鸿、唐 秘、程印花

13 绵阳市 江油市职业中学校 黄 越、文桂华、罗 艳、张 琳

14 遂宁市 遂宁市船山职业技术学校 唐 玲、何莉君、廖成霞、汪 洋

15 成都市 四川天府新区职业学校 雷 敏、赵何家、杜彩容、于 杰

16 达州市 四川省开江县职业中学 崔琼琨、刘玉花、肖 兵、叶春萍

17 成都市 四川天府新区职业学校 刘 华、张晓红、马 琳、汤雪梅

18 成都市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但 婧、张 益、陈 竹、李 佳

19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刘 红、张燕秋、陈颖颖、刘 霞

20 遂宁市 遂宁市船山职业技术学校 罗 庆、伍晓丽、向 信、古雪容

21 巴中市 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 周 维、朱彩霞、胡 玲、李析虹

22 成都市 四川天府新区职业学校 王萍萍、卿文洁、李 琰、郑美玲



23 眉山市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 代礼薇、罗 静、李 玲

24 巴中市 平昌通用职业技术学校 安洪成、张开喜、李 翔

25 宜宾市 四川省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李 春、周 倩、邓旭连、周 洁

26 眉山市 四川省青神中等职业学校 李 玲、方 娟、吴桃英、吕 琰

27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 王利君、钱 芬、陈麒先、何颖尧

28 内江市 资中县职业技术学校 周 琳、彭雪锋、唐基根

29 南充市 四川省营山职业高级中学 吴新红、李太勇、徐 豪、文 胜

30 资阳市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中职部 王艺琬、张艳丽、郭昂燕

31 成都市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严雨松、何贵兵、刘德松、木丽霏

32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杨 茂、胡双华、刘鸿飞、刘 黎

33 自贡市 自贡职业技术学校 龚 倩、田 蕾、彭茂丽、郭 玥

34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李琨鹏、冯 丽、景洪健、谢沂贝

35 宜宾市 四川省江安县职业技术学校 罗光荣、张 惠、李红梅

36 德阳市 四川省德阳黄许职业中专学校 汪 杰、李连会、陈 琳

37 泸州市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周霓虹、游 涛、李艳秋、邓林莉

（三）三等奖（55 个）

序号 市（州） 参赛单位 教学团队

1 成都市 成都新运职业学校 陈 喻、阳寒芳、王 莉、刘曦灿

2 德阳市 四川省商贸学校 黄 芥、陈 莉、胡彦伟

3 成都市 四川省金堂县职业高级中学 黄俊杰、李晶靖、文 颖

4 凉山彝族
自治州

凉山卫生学校 贾 富、阮书兰、杨 蕾、杨 寒

5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江东杰、郭培、宋丹琪(四川省双流建

设职业技术学校)、杜应芳

6 巴中市 巴中市职业中学 马 权、张雪梅、龚 婧

7 广安市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 任 婷、汪琦佳

8 乐山市 乐山市旅游学校 余 潇、张 静、李 锐

9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友爱职业技
术学校

侯天娇、曾 艳、邓智容、陈小红

10 成都市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黄雪梅、范 静、桑睿宇、张 洁



11 广元市 四川省苍溪县职业高级中学 雷 蕾、罗 成、杨 云、刘 霞

12 乐山市 四川省井研县高级职业中学 彭 英、陈学理、喻 兰、但 英

13 德阳市 四川省中江县职业中专学校 王伦万、张梓杨、王 欣、林成俐

14 南充市 四川省阆中师范学校 阎亭宇、陈向容、娄 茜、赵兴会

15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青苏职业中专学校 赵志萍、唐 静、吴 蔚、何艳梅

16 泸州市 四川省叙永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钟 伟、赵 丹、刘 蕾、胡关明

17 成都市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陈珊珊、李艳伟、尹福兰

18 凉山彝族

自治州
四川省德昌县职业高级中学

陈世碧、张兴黎、麻卡阿衣莫、付诗

情

19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杜 婧、唐 境、伍太香、易定操

20 德阳市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韩志林、吴 瑞、薛丹杨、周 平

21 甘孜藏族
自治州

甘孜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 李 鹃、唐江林、倪 黎、徐 涛

22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青苏职业中专学校 谭秀成、尹用平、程 娟

23 广安市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 王秀秀、蔡 园、熊洪丽、卿雪梅

24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
张文彬、唐俊、周银川(攀枝花市技师

学院)、陈礼飞(攀枝花市技师学院)

25 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
阿坝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陈 丽、宛林芳、汪 琴

26 广元市 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刘朝红、尹 霞、蒋 慧、杨 娟

27 甘孜藏族

自治州
甘孜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 刘锐佳、杨 霞、尹 扬

28 遂宁市 四川省射洪市职业中专学校 吕海英、李俊华、周 华、任 强

29 成都市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屠宝丹、张宏亮、王艳琴、朱菊英

30 成都市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王 舒、李 娟、何亚利

31 绵阳市 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

熊志英、易家羽(四川省绵阳职业技术

学校)、余燕、黄敏(四川省绵阳职业技

术学校)
32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张美兰、胡 君、宋亭峧

33 雅安市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 周艳琴、梁小华、张晓惜、夏椰柯

34 泸州市 合江县少岷职业技术学校 郭贵兰、陈虹秀、赵涔林、张家禹

35 德阳市 四川省什邡市职业中专学校 胡小桃、钟 琴、秦先兵、杨 梅

36 凉山彝族 四川省彝文学校 火木莫子外、尹德千



自治州

37 泸州市 合江县少岷职业技术学校 雷 敏、刘美兰、陈 俊

38 达州市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刘娇娇、谯 强、刘晓凤、丁琼辉

39 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
阿坝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文娟、王 菲、李 皓

40 广元市 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张紫颜、蔺小婷、谭 煜、段彦宇

41 广元市 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安志林、黄 婷、雷存燕、王彬彬

42 绵阳市 绵阳市游仙职业技术学校 陈忠武、杨胜广、任 和、史齐柯

43 凉山彝族
自治州

凉山州职业技术学校 冯春梅、赵 静、史群星、雷积高

44 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
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 冯从敏、泽 王、胡兴龙

45 宜宾市 四川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 谭永钱、文 彦、李兴阳、黄 利

46 成都市 都江堰市职业中学 刘 位、陈超全、钟晓勇、谭红双

47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中和职业中学 向 进、李宏宇、陈 越、肖家明

48 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

阿坝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陈 燕、杨小琴

49 乐山市 四川省峨眉山市职业技术学校 干 伟、柳荣生、夏志平

50 乐山市 四川省犍为职业高级中学 李 烨、李绍红、任雨婷、王 宇

51 达州市 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 涂倩倩、李 燕、张燕燕

52 巴中市 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 肖丹丹、王 箐、艾忠岩

53 南充市 四川省阆中师范学校 张桂蓉、谭 芳、王 平、唐 阳

54 遂宁市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张 雪、刘 艳、罗 璇

55 成都市 四川天府新区职业学校 赵 蕊、何海丽、蔡姝婷、刘 波

二、专业技能课程一组

（一）一等奖（16 个）

序号 市（州） 参赛单位 教学团队

1 宜宾市 四川省江安县职业技术学校 牟太丽、刘 耕、吴昕雯、罗 瑞

2 宜宾市 四川省屏山县职业技术学校 尚明月、付 玉、蒋烈焰、陈 瑶

3 自贡市 自贡职业技术学校 陈雅维、周 玮、蒲 蔚、刘 瑶



4 成都市 成都新运职业学校 赵青青、何 薇、贺 倩、叶 丽

5 德阳市 四川省商贸学校 段琳玲、边 薇、曹景欣

6 成都市 成都市武侯区亚细亚职业学校 陈海洁、余前梅、瞿亚敏、张万有

7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张 瑜、陈 辉、张楚怡

8 雅安市 四川省贸易学校 王自琴、周晓英、孟令峰

9 遂宁市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蒲利娟、邓啊娇、杨巧琳

10 成都市 四川省商务学校 张 岚、王灵香、王 茜、王雪梅

11 泸州市 四川省泸州市江南职业中学校 白鱼江、曾德文、周莉莎、肖恺林

12 成都市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黄 云、叶 华、戴秋月、谢晓艳

13 成都市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李绍慧、陈 艳、董陶静、刘 晶

14 乐山市 乐山市嘉州卫生职业学校
陶丽萍、李春梅、蒋煜昕、刘琳惠(乐
山市市中区妇幼保健院)

15 南充市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陈丽红、许晓庆、周 兰、潘薪羽

16 成都市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于素玲、刘 杨、乔媛媛、陈 莉

（二）二等奖（32 个）

序号 市（州） 参赛单位 教学团队

1 南充市 四川省服装艺术学校 张初微、黄 英、王志凤

2 成都市 四川天府新区职业学校 彭玉茜、杨红梅、薛 燕、刘 莉

3 雅安市 四川省档案学校
周艳、张涛、赵维维、陈力行(四川

蓝宇档案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4 宜宾市 四川省屏山县职业技术学校 尹德敏、陈 梅、邹孝颖、王叶繁

5 成都市 四川省邛崃市职业高级中学 黄文部、窦川林、杨维维

6 成都市 成都市洞子口职业高级中学校 邓红丽、陈怡伊、范 晔、林 立

7 自贡市 自贡职业技术学校
胡凯、王元洪(自贡中职北方智扬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熊大军、周林

8 成都市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宋 瑶、尚 渊、吴振驰

9 宜宾市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职业技术学校 刘 勇、秦 菊、彭进秀、黄小琴

10 南充市 四川省阆中江南高级职业中学 董小丽、赵 欢、杜妍霖、魏宁娟

11 德阳市 德阳通用电子科技学校 杨学勤、乔绍武、吴和亮



12 成都市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韩 超、张 宁、唐建鹏

13 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
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

欧光琳、夏远芬、杨晓琴、谢菊（汶

川县第一幼儿园）

14 成都市 成都市洞子口职业高级中学校 李昕晨、吴亚君、冯宇婷、韦宝富

15 泸州市 泸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姚欢、刘力平、张娟、刘莉(龙腾路

幼儿园)
16 成都市 四川省志翔职业技术学校 张晓丽、陈 晨、龚 玲

17 德阳市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杨玉兰、张成扬、李鑫悦、吉晓兰

18 凉山彝族
自治州

盐源县职业技术中学校 郭方燕、秦 颖、龙世英

19 泸州市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曹礼慧、雷 静、王 莎、叶昌旺

20 泸州市 合江县少岷职业技术学校 黄孟苹、谢帮容、王鸿宇

21 德阳市 四川省什邡市职业中专学校 刘 莎、江春梅、李梁雅、唐 晓

22 凉山彝族

自治州
四川省德昌县职业高级中学 吴 韵、李世荣、李天星

23 广元市 四川省旺苍县职业中学 张 玥、刘丽娟、陈 欢、何 青

24 绵阳市 绵阳市游仙职业技术学校 季瑞雪、何柳岑、苏晏冰、白宗信

25 宜宾市 四川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 万桃汝、温小琼、肖 媛、曾 艳

26 巴中市 巴中市职业中学 杨 敏、汪 蓉、吴春玲、何 奕

27 成都市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颜露曦、付璺慧、余彩霞

28 成都市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曾礼蓉、周婷婷、潘 虹、康凤浇

29 自贡市 富顺职业技术学校 胡 巧、张萃平、严 洪、潘 霞

30 成都市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学校 龙 怡、林美斯、徐 新、卜栋梁

31 成都市 都江堰市职业中学 张明俊、吴婷婷、牟晓燕、李 莎

32 成都市 都江堰市职业中学 崔 妍、万 顷、邹孝梅、周 燕

（三）三等奖（47 个）

序号 市（州） 参赛单位 教学团队

1 德阳市 四川省商贸学校 付 裕、刘 娟、谢 欣、张晓娟

2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中和职业中学 刘 铖、侯小兰、邓 洁、胡 迪

3 成都市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何 倩、涂 秘、王小兰、王春霁



4 乐山市 四川省乐山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徐嘉蔚、张建容、邹娅娜、张艳红

5 泸州市 泸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胡艺嘉、杨玉萍、陈晓静

6 巴中市 四川省南江县职业中学 郭春燕、王 玲、罗 燕、严迎春

7 资阳市 资阳汽车科技职业学校 王文俊、邓力萍、王 芳、覃龙玉

8 内江市 四川省隆昌市城关职业中学 秦道方、薛 华、蔺 娟、范方敏

9 绵阳市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 徐 晶、梁 萍、钱立军

10 宜宾市 四川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 毛鑫荐、赵世莉、郭朝鑫、朱 超

11 泸州市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袁纯净、贾太扬、杜良茂、温 玲

12 内江市 内江铁路机械学校 张晏辅、杨 锦、林晨佳、代 丽

13 资阳市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龙美霞、尹绍春、唐 华、胡清华

14 遂宁市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胡 琼、罗云波、邓 玺、范贤强

15 广安市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 李沁逸、罗 钦、刘嘉林、张 希

16 自贡市 富顺职业技术学校 陶 冶、黄 梅、曹世君、葛修霞

17 巴中市 巴中市职业中学 李 杰、王 雪、李超平

18 泸州市 四川省泸州市江南职业中学校 李溢滔、徐 鹏、常国洪、闵 洁

19 广元市 四川核工业技师学院 仇佳丽、张 樱、张 琳、李欣莲

20 泸州市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胡慧林、舒吕强、魏 剑

21 南充市 四川省南充师范学校 凌 郡、万洪巧、吴小红

22 广元市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孙榕蔚、罗婧怡、张晓玲

23 遂宁市 四川省射洪市职业中专学校 涂腊梅、李 林、涂翠芬、雷秋菊

24 广安市 四川省武胜职业中专学校 汪 洋、高 涛、阳小雪

25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青苏职业中专学校 相 妍、肖文静、孙一丁

26 宜宾市 四川省长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熊志斌、熊鸿焰、付顺平、陈 希

27 甘孜藏族

自治州
甘孜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 张 琳、姜 涛、罗永春、王胡秀

28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黄真会、龚碧玲、施兴娴

29 成都市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王思月、张 月、刘 燕

30 乐山市 四川省峨眉山市职业技术学校 刘晓兰、童燕平、袁小梅、王 晏

31 广安市 岳池县白庙职业中学校 杨基松、唐孝勇、田 欢、周 琴



32 德阳市 德阳安装技师学院 王 丹、呙 伟、邓 琳、廖 斌

33 巴中市 四川省南江县职业中学
贾政勇、何冬梅、严超、向琴(四川

省通江县职业高级中学)
34 成都市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郭晓凤、余永琼、田 静、张祖元

35 成都市 四川省邛崃市职业高级中学 汪 琳、任雪姣、任晓荷、郑环枝

36 成都市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李 瑞、闫红帆、于江平

37 成都市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董 桦、张 磊、郑智娇

38 乐山市 乐山市嘉州卫生职业学校 马茂莎、廖 希、李毅婷、李 莉

39 绵阳市 四川省三台县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 杨晓玲、赵雪花

40 巴中市 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 彭灵丽、吴晓玉、陈 晔、侯 琳

41 内江市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
王以君、李珍、邱学英(四川省内江

市第一人民医院)
42 广元市 四川省旺苍县职业中学 黄 露、陈芮君、雍 清、高 敏

43 甘孜藏族

自治州
甘孜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 梁潇宇、解学涛、曾 燕、王 宇

44 南充市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何 成、刘雨君、罗忠俊、李姣娇

45 乐山市 四川省乐山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石智慧、王婷婷

46 泸州市 四川省古蔺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施林敏、徐亚飞、王 珣、姚 静

47 达州市 万源市职业高级中学 叶代宣、马承福、王 艳、祝 林

三、专业技能课程二组

（一）一等奖（16 个）
序号 市（州） 参赛单位 教学团队

1 绵阳市 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

彭绍华、林燕(四川省绵阳职业技术

学校)、王默(四川省绵阳职业技术学

校)、李美霖

2 凉山彝族

自治州
盐源县职业技术中学校

李璇、高箐、龙奕杉(凉山州农业学

校)、王芳月(冕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3 成都市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胡竹娅、黄仕利、李 莉、万 宏

4 宜宾市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职业技术学校 黄 超、周 建、廖声洋、熊昭芳

5 德阳市 德阳通用电子科技学校 赵显锋、代贵阳、陈 军、胡 宁



6 成都市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姜成君、顾 亮、唐 莉、李明春

7 广元市 四川水利水电技师学院 岳本艳、夏 露、汪雪莉、张 颖

8 成都市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王袖竹、周 昶、李薇茜、刘 迁

9 乐山市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 林 娟、王丽环、孙银珠

10 乐山市 四川省乐山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熊燕、雷同、丁琴、张弛（雅图广告

公司)

11 宜宾市 四川省江安县职业技术学校
陶建、刘小琴、刘敏、邓国(四川沣

澄科技有限公司)

12 成都市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奚绉画、雷红梅、沈 洋、黄联联

13 成都市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邹 亮、徐小晴、陈 璐、曹艳琳

14 成都市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吴玲玲、吕 彧、王 佳、才 华

15 成都市 四川省商务学校 杨 俊、贾 晋、陈 应、王呈乾

16 成都市 成都市蜀兴职业中学 陈 华、吴 娟、向佳玲、覃艳莲

（二）二等奖（32 个）

序号 市（州） 参赛单位 教学团队

1 甘孜藏族

自治州
甘孜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 扎西央宗、周元凤、孟懿静、范婧雯

2 甘孜藏族

自治州
甘孜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 苗文杰、陈 攀、其美绒姆、李春成

3 雅安市 四川省档案学校 王钰雯、付明月、葛 莉、韩 颖

4 成都市 四川理工技师学院 杨 青、黄 玫、何 燕、张 怡

5 成都市 成都市洞子口职业高级中学校 陈 洪、王 茜、刘 帆、温 新

6 成都市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崔 姚、陈春丽、兰 春、孙 菲

7 宜宾市 四川省江安县职业技术学校
李家波、林贤海、徐小翠、沈雅俊(苏
州讯飞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8 宜宾市 四川省江安县职业技术学校 冯光烈、孙丽平、黄书兰、董 霞

9 成都市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林 泉、梁康松、王世超、马 泽

10 泸州市 泸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游 玲、钟 洪、彭 宽、吴俊宏

11 宜宾市 四川省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朱生月、王 昊、戴松伯、唐世界

12 德阳市 德阳通用电子科技学校 尹玉境、赵 益、罗 刚、邹声念

13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中和职业中学 皇甫荻月、申文娟、岳俐君



14 南充市 四川省南充外国语中等专业学校 谭 荷、裴耀龙、徐金桂、林青霞

15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华森职业学校 谢 茜、马洛轩、熊建刚、黄 波

16 泸州市 合江县少岷职业技术学校 熊孟秋、虞 鸿、胡梦娜、张玉娇

17 凉山彝族

自治州
西昌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张梦娇、陈姝利、郑莹莹、徐梦蝶

18 遂宁市 四川省射洪市职业中专学校 谢婷婷、熊 娟、聂 欢、郭小红

19 广元市 四川省苍溪县职业高级中学 韩建琼、王 博、邓 松

20 成都市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龚建军、李淑琪、李 丹、李 锐

21 成都市 成都市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陈 舒、林佳昕、叶树蓉、冯艳霞

22 泸州市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李 默、李 勇、殷初明、马富才

23 成都市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虞琳迪、李必强、宋 艳、陈虹瑾

24 成都市 成都市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陈 静、余 波、袁 菲、颜 源

25 成都市 成都铁路工程学校 彭 锐、王霏涵、张春艳、韩 鹏

26 成都市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陈 晨、姚静思、陈 里

27 乐山市 乐山市嘉州卫生职业学校 杨 婧、吴艳婷、陈茂林、罗 凡

28 雅安市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 任冬梅、王 菠、杨小芳、谢琳娜

29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杨喜花、王思琪、李国见

30 乐山市 乐山市嘉州卫生职业学校
孙梦曦、蒋伟、张静、陈正川(乐山
老年病专科医院)

31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青苏职业中专学校 张 凡、付 欢、张 敏

32 乐山市 乐山市旅游学校 尹 祥、程 娜、王雯佳

（三）三等奖（46 个）

序号 市（州） 参赛单位 教学团队

1 成都市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李燕、孙代玉(四川省志翔职业技术

学校)、郭子甄、李雨鸿

2 德阳市 德阳通用电子科技学校 钟 英、郑 亮、石绍刚

3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友爱职业技
术学校

黄 欣、金 华、吴永蓉、朱胜波

4 成都市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杜艳红、伏玲暇、陈 朋、聂 慧

5 雅安市 四川省档案学校
赵放放、卢峰、詹春桃、王兴尧(雅
安青青村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6 成都市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李蓥莹、周 欢、陈 明

7 成都市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车 飞、陈胜兰、辜艳丹、何玉琼

8 广元市 四川核工业技师学院 马 凯、蒲光吉、陶仕文、苟维先

9 遂宁市 遂宁市船山职业技术学校 李 强、李佳雪、魏 来、闵 春

10 德阳市 德阳安装技师学院 李 涛、蒋 博、陈 根

11 成都市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李 静、钟守清、张晓明、曾友良

12 绵阳市 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 方全双、王禄春、罗 俊、韩仕军

13 乐山市 乐山市沙湾职业高级中学 吕 毅、陈学东、马 浩

14 资阳市 资阳汽车科技职业学校 喻 川、于国锋、张东方、阳 逍

15 南充市 四川省服装艺术学校 阮夏舟、黄 钞、程 辉

16 眉山市 眉山工程技师学院 谢 劲、官光荣、黄 伟

17 绵阳市 四川省绵阳职业技术学校 杨 娟、郑亚军、颜德英、陈 磊

18 德阳市 四川省中江县职业中专学校 刘 兰、张正武、肖 恒、刘 琪

19 巴中市 平昌通用职业技术学校 杨朝显、吴纯根、倪 鹏

20 自贡市 四川自贡市高级技工学校 彭 涛、杨 帆、刘 洋、王 浩

21 凉山彝族

自治州
宁南县职业技术学校 梁兴芳、黄雪鸥、兰 天、刘兴琴

22 遂宁市 四川省射洪市职业中专学校 尹 雄、于 杨、刘秀峰、余 梅

23 成都市 四川天府新区职业学校 杨 静、李红莲、王 月、陈 珍

24 巴中市 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 张炳武、李 英、李 英

25 绵阳市 四川九洲技师学院 何晓梅、陈 盛、刘 娟、伍海萍

26 眉山市 四川省青神中等职业学校 刘 婷、胡 霞、鲁 珍、郑 霞

27 泸州市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牟成林、黄 媛、姜君会、王 旻

28 成都市 蒲江县技工学校 罗 赛、余丹丹、彭东勤、胡潇月

29 资阳市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职业技术学校 黄雪梅、毛智芬、王学良

30 广元市 四川水利水电技师学院 张金环、边航天、张贝贝

31 绵阳市 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

赵茹、王建、任植艺（四川省绵阳农

业学校)、邓君（四川省绵阳农业学
校)

32 遂宁市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 范双梅、陆金虎、赵小华、毛 洪



33 达州市 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 陈 欣、杨治琴、黄琴兰

34 巴中市 四川省南江县职业中学 马燕芬、张 鑫、杨杰雯

35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钟雨杉、杨云洪、杨丽芳

36 自贡市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中职部 房 娟、李 霞、曹 梦、廖巧毅

37 广元市 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张仲舒、何冬梅、莫亚兰、余 懋

38 南充市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肖 岚、张峰浩、蔡芃夷、张芸凡

39 成都市 四川省旅游学校 杨晓琳、刘 玲、吴越强、和祯婧

40 成都市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冉 静、曾 真、何梦丽

41 南充市 四川省阆中江南高级职业中学 冯雪梅、杜明姝、王 梓、杨学琦

42 南充市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何东梅、梁学敏、潘谨熙、何巧英

43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禹雯昕、雷旭、徐佳、李晓(四川太

阳鸟职业培训学校)
44 乐山市 四川省峨眉山市职业技术学校 汪 勤、丁明仲、朱菁菁、程 婷

45 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
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 邓小梅、王 婵、泽让卓玛

46 南充市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护士学校 韩华丽、苏 霖、王 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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