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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职公共基础课程组获奖名单

奖项 参赛队 学校（单位）全称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一等奖

（3个）

沈阳市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王姝、张巍、张陆、顾

坤
信息技术 短视频拍摄与编辑

大连市
大连市交通口岸职业

技术学校

谷雪、刘博、任俊杰、

张嘉洋
数学 走近中国桥梁，探简单几何体

沈阳市 沈阳市旅游学校
艾婷婷、冯宏、张晓宇、

吴杰
基础英语 筑梦未来，助力职场

二等奖

（6个）

盘锦市 盘锦市经济技术学校 张玉杰、梁斌、田越 语文
固语文本真，蕴家国情怀 ——基础

模块上册“家国传承”专题版块

大连市
大连旅游学校（大连女

子学校）

邵丽萍、王颜、孟宪楠、

沈显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识文化 观社会 话生态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丹东市
东港市职教中心（职教

中心）

马文、王姝、马文超、

丁云鹤

Unit 3 Shopping ＆

Unit 4 School Life
“食”放魅力 成就未来

盘锦市
盘锦市盘山县职业教

育中心（职教中心）

符颖、翟贺男、于亮、

张雪
哲学与人生 哲学启迪人生 奉献成就理想

沈阳市 沈阳市化工学校
孟靓文、赵晓敏、雷春

雨、庄艳
物理 物理云端漫步之运动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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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参赛队 学校（单位）全称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朝阳市 朝阳市财经学校
舒丽敏、王广娥、刘思

琪
思想政治

哲学思想熠熠生辉、人生旅途充满

智慧

三等奖

（9个）

辽阳市
辽阳市第一中等职业

技术专业学校

李佳雯、赵琰、韩丹、

邱莉
基础英语 中国智造 “云”腾五洲

大连市
大连市交通口岸职业

技术学校

王冠、李潇、白禹新、

汪浩
信息技术 讲述职教故事 主题视频创作

锦州市
凌海市中等职业技术

专业学校（职教中心）

胡爽、姜伟、董慧、裴

秀丹
语文 《走进小说世界.品析经典人物》

锦州市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张苗苗、孙攀远、王梦

倩、侯莹
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

“梦之所向 吾辈所往”

学生职业心理素养教育

大连市
大连市交通口岸职业

技术学校

姜涛、陈早东、李野一、

顾忠文
体育与健康 迎篮而上——篮球基本技术

锦州市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李月、安雅卿、乔月、

于淼
英语

Learn from the past,

together for a better life.

沈阳市 沈阳市旅游学校
吴德隆、黄秋实、郭美

辰、李明浩
中职语文

深挖经典小说内涵，传承革命奋斗

精神

葫芦岛市
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

业技术专业学校

郭吉娜、刘淑悦、刘佳、

佟静
英语（基础模块）1 Hug English, Kiss the World!

朝阳市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宋艳慧、吕英伟、赵媛

媛、赵立东
英语 园丁的日常修炼之校园生活与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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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专业技能课程一组获奖名单

奖项 参赛队 学校（单位）全称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一等奖

（5个）

盘锦市 北方工业学校
程晓翀、田宝华、姜凤东、

张洪飞
焊接结构生产

国产石油化工容器焊接生

产

盘锦市 盘锦市经济技术学校
单玉冰、宁宇、赵天、牛

婧萦
网络设备配置与调试

企业级硬件防火墙安装与

部署

盘锦市 盘锦市经济技术学校
刘薇、王凌远、宋歌、卢

淑玲
基础会计

填制审核会计凭证与 RPA

财务机器人的应用

朝阳市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马明吉、崔文颖、刘畅、

苏莹
建筑设备工程

消防系统的识读与布置运

行

沈阳市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吴瑞芳、杨晨、孙美静 幼儿生活活动保育 幼儿进餐保育

朝阳市
建平县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职教中心）

孟凡广、王菲、冯骁、肖

健新
PLC 技术应用

应用 PLC 改造温室棚栽电

气控制系统

沈阳市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尹翠玉、杜雨凡、卢贞琦 网店装修
网店装修设计，打造自主品

牌

朝阳市
建平县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职教中心）

孙寄航、刘金昌、谢茗宇、

田源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

指导

《小红帽》儿童音乐剧设计

与实施

锦州市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张春颖、李鑫宇、任雨桐、

徐畅

幼儿照护职业技能（初

级）

幼儿生活照料——睡眠照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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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参赛队 学校（单位）全称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二等奖

（10 个）

锦州市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赵玉、刘巍巍、张志英、

王婷一
服装设计 非遗缠花首饰设计与制作

大连市 大连铁路卫生学校
姜宪辉、秦晓明、单津津、

刘旭龙
外科护理

老龄化时代的互联网+护理

服务——走进胃肠疾病患

者的护理

朝阳市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毕波、邰慧明、张媛、张

学欣
机械制图 读绘轴类零件图

沈阳市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

校
程芳、王可佳、张晨 装饰画手工制作

十全饰美——装饰画综合

材料手工制作

锦州市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张杰、杨丹、孙露、王静 基础化学实用技术 石油炼制与有机化合物

大连市
大连市烹饪中等职业技

术专业学校

申永奇、陈宇、姜冬雪、

马成
食品安全与操作规范

厨师岗位的食品安全操作

规范

锦州市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颜彦、朱丹丹、赵丹、徐

维媛
电商视觉营销设计

凝聚民族力量，实现共同繁

荣——“酥油茶”视觉营销

设计

葫芦岛市
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

技术专业学校
尹龙晓、孟佳 幼儿心理学

人之初也，不能无群-幼儿

社会性的发展

抚顺市
抚顺市机电职业技术学

校
陈芳、崔奕、张健、崔猛 机械零件数控加工 法兰盘加工

朝阳市
凌源市中等职业技术专

业学校（职教中心）

史春妹、王艺蒙、刘英男、

李柏慧
电子商务网页制作

数字电商赋能乡村，助推地

方特色产业——创建简单

的电子商务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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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参赛队 学校（单位）全称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三等奖

（15 个）

朝阳市 朝阳市卫生学校
张立红、张丽华、张春华、

孙显明
医学影像诊断学基础 肺癌有影，大爱无形

盘锦市
盘锦市盘山县职业教育

中心（职教中心）

王晓丹、霍会军、宁玉杰、

刘薇
手工 幼儿园区域环创

营口市
盖州市中等职业技术专

业学校（职教中心）

姚霞、林子艺、刘鑫、李

英洁
电工技能实训 电工项目实训

本溪市 本溪市卫生学校
崔宏、付爱华、杜芙、都

郁
健康评估 身体评估 守护健康

沈阳市 沈阳现代制造服务学校 杨悦、张禹、张馨元
精益管理业财一体化综

合实训

精益管理业财一体化综合

实训

锦州市 锦州市机电工程学校
孔露露、王喆、于鹏、王

嵘楠

可编程控制器技术与应

用

基于 PLC 的自动物料分拣

系统的设计

沈阳市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

校

赵蕾、房杨洋、景芳、曲

田憙
舞蹈

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之多彩

舞蹈

辽阳市 辽宁省机电工程学校
唐勇、于海霞、谢雨含、

隋任花
平面设计创意与制作 招贴（海报）设计

鞍山市
岫岩满族自治县职业教

育中心（职教中心）

王芳、王智、孙凯洋、葛

云飞

零部件测绘与 CAD 成图

技术
项目一：CLHKJG-01 基座

沈阳市
沈阳市城市建设管理学

校
王艳、边迪 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 对等办公网络的组建

阜新市
阜新市第二中等职业技

术专业学校

高丽君、孙宇飞、李楠、

王璐
C2C 网店运营与管理 网店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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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专业技能课程二组获奖名单

奖项 参赛队 学校（单位）全称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一等奖

（3个）

大连市
大连市交通口岸职业技术

学校

高洁、祁思予、孔炫今、

李浩然

城市轨道交通电气设

备检修
受电弓智慧运维与故障处理

锦州市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刘巍巍、张志英、孙磊、

袁江江
舞台影视艺术造型 红色教育题材影视气氛造型

沈阳市 沈阳市信息工程学校
卢欣飞、高明怡、王欣、

王馨凝
3D 打印综合实训 3D 打印景观灯模型创新制作

二等奖

（6个）

朝阳市 朝阳市卫生学校
赵楠、杨威、付玉菡、董

艳莉
老年护理 老年人饮食护理

盘锦市 盘锦市经济技术学校
许微、王露璐、佟坤、鲁

茜
奥尔夫音乐教育 奥尔夫音乐活动

盘锦市 北方工业学校 刘学、蒋丹、陈庆凯 电气控制设备检修
国产军用X52W型铣床电气控制

线路的检修

锦州市
凌海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

学校（职教中心）

张贺儒、任明飞、张洪梅、

任桂梅
畜禽解剖生理 禽的解剖生理特征

鞍山市 鞍山市交通运输学校 王强、曹强、高峰 汽车涂装基础 汽车面漆喷涂修复

鞍山市 鞍山市工程技术学校
曹如意、李梓萌、王凯、

邹阳
建筑工程测量

技能丈量世界----

水准测量的方法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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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参赛队 学校（单位）全称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三等奖

（9个）

朝阳市
建平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职教中心）

张妍、张小岩、马海超、

耿延新
汽车维护与保养 汽车四万公里维护作业

营口市 营口市农业工程学校
洪名亮、王贺、田朕、秦

冠庶

汽车电控发动机构造

与维修
燃油系统压力过低故障检测

葫芦岛市 锦西工业学校
孟庆元、刘洪、沈国莲、

段志刚
《车工案例教程》 车床操纵杆手柄的车削加工

沈阳市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姚丹、李海双、吴英、吴

嘉琪
幼儿园保育

清水护健康，上善养品格——

幼儿饮水保育

丹东市 丹东市中医药学校
涂东、栗启龙、孙秋雨、

李晓舟
解剖学基础 运动、呼吸、脉管

朝阳市
喀左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

学校（职教中心）
王冬艳、武丹、高玉龙 紫砂壶设计与制作 又见红山—紫砂壶花器制作

锦州市 锦州市机电工程学校 张金凤、张磊、姜强 汽车涂装
为您“补妆”，还您精致面庞

----面漆的调配与喷涂

沈阳市 沈阳市装备制造工程学校
李树新、肖友才、王进、

罗恺
钳工实训 平衡块的制作

辽阳市 辽宁省机电工程学校 徐博聪、王阳 焊接检验 焊缝质量评定的渗透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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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公共基础课程组获奖名单

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一等奖

（4个）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刘颖、陈凤美、陈彦霖、

刘明耀
思想道德与法治 以水筑梦明志 笃行铸牢精神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陈明明、赵晓光、徐曼、

李小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杜晨阳、马洪波、张丹、

高翔娟
大学语文 中国文学溯源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史冶佳、葛传琦、栾长

雨、吴奇
信息技术

聚焦时代热点 做新媒体强国

工匠

二等奖

（8个）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于舒、甘晓娟、王晨曦、

王以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宏伟蓝图——“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赵莉、闻竹、武炫、杨

阳
社交礼仪 见面礼仪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爽、张悦、石鹃瑜、

潘维琴
劳动教育与实践

弘扬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

模精神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杨启铎、戴茹、张琳、

孙连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立足“五位一体” 启智铸魂育

新人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杜卉、王萍、戴鑫、汤

振宁
大学生心理健康 岗前阶段大学生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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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陈倩、刘莹、刘娜、李

昊洋
高职英语 外籍客户的全程接待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苏建华、宿彦莉、韩冰

冰、郎禹颃
应用数学 导数及其应用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张盈盈、陈露、倪萍、

刘丹丹
思想道德与法治

《悟人生真谛 明人生方向

创出彩人生》

三等奖

（12个）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刘慧颖、赵紫薇、胡佳

悦、吴姝
思想道德与法治

理想点亮青春之火·精神领航

出彩人生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桑江、王英华、邱爽、

老士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发展战略：

“五位一体”谱华章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谭晓燕、裴立媛、朱金

利、陈晓红
思想道德与法治 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道德品格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姚金玲、孙英朋、王宁、

孟凡静
英语

Confidence Courage

Cooperation Creation 以语言

教学育“4C”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王凯华、王媛、刘克 实用英语
华夏吃住行，悠悠中国情

Eat，live and travel in China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赵晶晶、刘佳卓、白智

丹、都业红
思想道德与法治 坚定理想信念 赓续中国精神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解雅梦、刘欣、郭靖 《思想道德与法治》 《让道德之光照亮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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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翟轶璠、靳君、赵丹、

张萌
公共外语

迎四海宾朋 展千年传承

Reception & Exhibition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于美玲、李秀华、周家

兴、杨婧
思想道德与法治 扬理想之帆 报爱国之志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耿晔、武丽娜、李丹、

李红阳
思想道德与法治 强信念筑信仰，共建英雄城市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赵菲、梁莉、刘宜林、

王廷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鞠丽丽、周丹、王季秋、

齐访
大学英语 How to Apply for a Volunt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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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专业课程一组获奖名单

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一等奖

（11 个）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宋少文、褚云博、杜伟、

衣美玲
复兴号动车组机械师 复兴号动车组途中故障应急处理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满吉芳、张聚贤、郭岳、

郎兆冬
工程力学 梁的抗弯承载力分析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刘悦、吴佼佼、周祥旭、

刘丽
建筑工程综合实务 新农村别墅全过程仿真建造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孙涛、李泰然、李培军、

黄艳玲
高压电池维修 高压电池检修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吕海龙、王东梅、任淼、

佟安娜
中国旅游地理 民族复兴—红色旅游资源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王欣、于艳杰、赵美玲 酒店餐饮日语 中餐接待日语服务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王佳、张宁、王姝、尚书

博
营销策划 “民族特色文旅”IP 营销策划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王海礁、邵冬波、李依桐、

刘文岩
风光建筑摄影 古典建筑景区拍摄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侯献语、杜丽英、尹晶、

武文斐
建筑制图与识图

匠心筑梦，技能先行

--建筑施工图的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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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李瑶、张杰、赵星 建筑识图与房屋构造 颐养老年公寓综合识绘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吴峥、于莉、高遇美、王

烁
民航客舱救护 客舱创伤救护处置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王丹、张菊、于洋、贾睿 Web 前端开发技术
师生共情，同心战疫—

校园防疫宣传网页开发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张宇、刘冉昕、石莹 国际货运代理 国际海运出口代理操作

抚顺职业技术学院 梁辰、李毓英、周鹏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基于国产宝马 X5 汽车零件的焊接编

程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王诗晗、李媛、张晓琳、

张瑜
老年芳香疗法 老年芳香疗法应用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杨云舒、沈娇、迟佳、白

传亮
幼儿游戏与指导 幼儿游戏与指导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夏立娟、王东娇、吴美霞 邮轮实用英语 邮轮客舱服务英语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淑梅、周际、吴艳华、

王蜜
插花花艺

巧思精琢·育匠承韵——中国传统插

花设计与制作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李莹、吕姝、叶春苗 幼儿卫生与照护 幼儿生理特点及保育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于洋、曹伟萍、张冰洁、

孙婷婷
纳税实务

“增”收减负 民富国强——增值税

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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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二等奖

（22 个）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吴丹阳、魏元焜、宋月丽 数字电子技术 芯应用 “芯”征程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李盼盼、苏英伟、吴智勇、

张玉卓
财务大数据分析 企业财务能力诊断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娅婷、赵东明、于琳瑶、

栾雅春
互联网运营 用户运营与活动策划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李永亮、陈晓娟、潘洪坤、

谢斌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

智能制造中的搬运收纳专家—码垛

机器人的调试与运行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王海峪、刘莹、黄文鹤、

于思琦
平面设计制作 传统书籍装帧现代设计表现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王昕、王迪、张格 智慧纳税实务
减税降负 赋能增收——增值税税费

计算与申报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白鸥、王丹菲、殷婷婷、

穆家峰
建筑信息模型软件

社区及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项目 BIM

模型的建立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李雅娜、李文化、石磊、

栾先玉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

（数车）
刀柄拉钉编程与加工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刘天娇、姚亮、夏宇、曹

江
智能生产线 智能生产线分拣单元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米雅妹、尹国英、杨雪梅、

王鑫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 预制剪力墙构件制作与安装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刘颖、苏红丽、艾爽、余

英瀚
网页制作 青年中国梦网站设计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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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史纪、高飞、张艳丽、孙

玉苹
仓储管理实务 入库作业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李静、李树波、高建、李

春华
网络技术基础 组建办公网络系统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郭宏岩、华莹、郭继爽、

王茉
电子技术 制作一个数字钟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邹春阳、王垚、苑新星 药物检测技术 阿司匹林原料药的质量检验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王东博、任桂娇、汤美娜、

李书艳
桥涵工程识图与绘制 梁桥工程图绘制与建模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刘冬姣、罗冰、徐春华 功能性食品及检测技术 功能性食品的应用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王曦桐、夏金迪、陈曦、

王薇薇
全国导游基础知识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赏析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陈明、张彬、刘冰、王艳

冰
建筑工程资料管理 混凝土子分部工程资料编制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王思程、刘亚莉、徐明、

吴涛
健康评估 消化系统评估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石格菲、王清、王洋、李

海涛
配送作业及调度 疫情防控下的敏捷配送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王菲菲、马玥姣、李红艳 商务礼仪 营销服务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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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三等奖

（33 个）

阜新高等专科学校
范兴文、刘兆群、纪莲、

滕云鹏
机械制图与 CAD 组合体绘读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李妍、何欣竹、魏巍、张

颖
情境导游服务 地陪导游服务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崔蕾、邵亮、蔡丽博、佟

欣
财务管理实务

财富人生、观念先行——财务管理观

念及基础理论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罗华、马艳郡、郑红 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作品创编展示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刘剑辉、丰雪妮、任刚 临床医学概要 循环系统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刘丽、宋巍、吴冰冰、余

龙
物联网技术基础 智慧温室大棚系统分析与应用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张皓、陆晶晶、刘雯雯、

赵君君
电机控制及维修

异步电动机双重联锁

控制线路安装与调试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钱小梅、孙运英、鲍文玉、

张洁
模拟导游 大美中国 讲给您听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孟庆海、伊诺、邢诗雨 国际金融实务 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的汇率分析

抚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陈岩、张凌、刘佳、魏健 幼儿园歌曲演唱与运用 幼儿歌舞创编与活动设计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刘艳、章杨、姚雪莹、唐

丽娟
导游基础知识 探寻历史遗迹，筑牢自信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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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常乐、姜立、肖慧明、李

超
Python 开发技术 智能分拣机器人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周祺、张润卓、王艳玲、

宋亮
快递业务操作与管理 传“递”温暖 守护安全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朱丹、吴晓昕、姜守阳、

王艳
新闻采访 访问的规律和方法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李妍、李岩、李秀清、李

森
计算机网络技术 实训室网络搭建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唐桦、景泉、穆德恒、张

静波

《网络设备配置与管

理》
《实现企业园区网内网的互联互通》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美萱、马宏骞、卞秀辉 变频驱动技术实训
精细调速，匠心调频——

变频器的调速控制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刘惠群、刘昌斌、葛树成、

刘镇
安装工程施工 8号教学楼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技术

辽宁职业学院
郭玲、李蒙杉、张世英、

焦颖
环境景观规划设计

上善若水•庭院流芳----

水生植物庭院景观规划设计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纪敏、张晓丹、王永杰 音乐基础 节奏、音准与旋律的巧妙结合

辽宁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陈光、都昕蕾、侯颖超、

张辉哲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小学语文识字、写字、阅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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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高瑞、郑明明、陈炳岐、

王博
《列车行车安全装备》 LKJ2000 型监控装置操作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李龙、汤宪宇、张晓青、

孙晓鹏

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

与调试项目
变频器原理及应用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姜玲玲、毛用春、刘溪辰、

于燕
导游实务

“研学”融入，“思拓”技能 ——

构建基于职业情境个性化服务的讲

解技能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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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专业课程二组获奖名单

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一等奖

（5个）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赵守彰、马金、张巍、王磊
肌肉骨骼系统疾病康复治

疗
颈腰椎疾病的康复治疗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顾威、王先伟、王光远、徐

义洪
桥隧工程检测技术 桥隧工程结构混凝土无损检测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汪海涛、陈晓欢、郑春香、

修丽娟
中式面点制作 节气饺子设计与制作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金莉、唐杨、范华、王子易 基础护理技术 门诊护理技术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淑芳、关丽霞、柳玉晶、

孟凡丽
植物组织培养 蝴蝶兰组培快繁技术

二等奖

（10 个）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郭云啸、姜雄基、李坤、李

秀换
钢轨探伤作业 体验钢轨医生的鞭辟入里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陈金阳、丛榆坤、王敏、黄

清学

PLC 控制系统设计安装与

调试

小型自动化物料分拣系统设计安装

与调试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宋艳丽、程权成、白天明、

薛明姬
仪器仪表装配实训 变送器装配与调试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安帅杰、于洋、关欣、王一

楠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 平面零件的编程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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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张初旭、周旭、石未华、宫

岩峰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电

机

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结构原理与检

修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王丽艳、金璐玫、高斌、成

帅
电工装配实训 电动机多样化运行控制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曲侠、孙新峰、王雪梅、孙

文娴
服装设计（品牌服装设计）） 自创品牌设计企划

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魏麟懿、杨兵、刘艳、宋洋 基础护理学 生命相托、分秒把握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杨志丰、姜阳、李思凯、金

文龙
数控机床多轴加工技术

叶轮的多轴加工与检测——学生车

间生产能力探索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唐敏、许毅 单片机技术应用 智能数字电压表设计

铁岭卫生职业学院
姜琳琳、侯晓雪、刘慧、马

月
基础护理学 守护健康的“针”心-注射疗法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刘贺、谢婉泽、苏长俊、岳

君
接发列车工作实务 非正常情况接发列车作业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艳立、陶妍、郑关雨 宠物造型设计与修剪 宠物创意造型设计与修剪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李玲玲、刘皓、刘岩、栾玉

平
控制测量 精密水准测量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赵新亚、陈健、姚箫箫、陈

鹏
电工电子技术 2 酒精泄露报警器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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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参赛队 参赛人员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三等奖

（15 个）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王月、李盛楠、郑楠、白宝

宾

建筑工程施工组织与进度

控制
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王荣梅、宋党伟、金雅娟、

隋博远
泵维护与检修

匠心如梦，技以载道——单支撑离

心泵的检修作业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陈秀瑷、王莉楠、孟佳、王

峰
药物制剂技术与设备 颗粒剂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冯琳、郑锡伟、金翠辰、张

录江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汽车动力驱动系统及检修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舒丹丹、王春会、王金圆、

邵帅
顶岗实习 大功率线性电源的安装与制作

辽东学院 林山、霍艳、郭方达 美容美体技术（一）
面部专业护理程序+皮肤清洁+面部

按摩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沈丹冰、赵旭、吴婷婷、葛

慧楠
业财税一体化训练（三） 智能薪酬管理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孟伟、娄安颖、姜志文 无人机操控技术 多旋翼无人机驾驶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熊华波、郭妍、张琳 电工基础 电动机的继电接触器控制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孟丹、张丹、白雪莲、王婷

婷
Adobe Photoshop

相约冰雪文化 练就专业技能——

冬季帽子文创产品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