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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教育厅文件
陕教〔2020〕150号

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0年陕西省

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杨凌示范区教育局、西咸新区教育卫体局，韩

城市教育局，神木市、府谷县教育和体育局，各高职院校，省属

各中等职业学校：

根据《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办 2020年陕西省职业院校

教师教学能力比赛的通知》（陕教职办〔2020〕13号），省教育厅

举办了全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经资格审查、省级初赛

和现场决赛，评选出中职组一等奖 20项、二等奖 38项、三等奖

69项，最佳组织奖 10项；高职组一等奖 23项、二等奖 4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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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81项，最佳组织奖 10项。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详见

附件）。

请各地、各职业院校进一步巩固教学能力比赛成果，加大宣

传力度，充分发挥比赛引领作用，促进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

平和创新能力全面提升，进一步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不断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陕西省教育厅

2020年 9月 14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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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奖名单

一、中职组

（一）公共基础课程组

一 等 奖

序号 代表队 参赛单位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榆林 定边县职业教育中心 王锋、张霞、陈钰艳、刘婧 诵读经典美文 传承中国文化——中职语文古诗文欣赏

2 榆林 神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田艳霞、马林霞、马美宏、刘小凤
天赐福祉，游“利”桑梓——The characteristic tourism under
the poli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3 榆林 榆林市横山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杨彩霞、王田田、武雅文 大国之音——宋元明清

4 商洛 镇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胡金萍、汪宝贤、朱小菊、刘香波 欣赏空间中的线面美

5 杨凌 杨凌中等职业学校 杨亚妮、党伟青、魏俏依 发现数学规律，探索数学之美——数列

6 省属 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 李乐、安鑫 近代革命风云

二 等 奖

序号 代表队 参赛单位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西安 西安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汪紫彤、马金燕、张洁姊、孙宇航 直线和圆的方程

2 咸阳 咸阳市礼泉县职业教育中心 常娟妮、王维论、苟伟刚 第五章 电场与磁场 电磁感应

3 咸阳 咸阳市礼泉县职业教育中心 邓凯、杨洁、张宣妮、梁敏 立体几何

4 渭南 韩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冯明侠、张志艳、赵月兰 规划职业蓝图 成就理想人生

5 延安 宝塔区职业教育中心 马莉、马梦妤、冯梦婷、邓佩茹 诵经典 传文化——古诗文阅读赏析与语言运用

6 榆林 榆林市职业教育中心 邸海燕、李晓茹、曹健美 简单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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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榆林 子洲县职业教育中心 马欢、张月月、安瑞、张生智 远离病毒，从“我”做起——计算机病毒与防治

8 汉中 镇巴县职业中学 冯娟娟、王兰兰、王康、李伟强 Excel 2010电子表格

9 安康 旬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冯孝静、康波、陈琳、李雪红 吟咏怡情 品鉴明志

10 商洛 镇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齐娜、齐倩、曹先娉 唇弹齿奏，口留余香——餐饮服务必备英语

11 省属 陕西省建筑材料工业学校 杨榕、陈静、姚莉、王愿愿 尚德守法 学思践行

三 等 奖

序号 代表队 参赛单位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西安 西安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宋扬眉、成娟利 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导游

2 西安 西安实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曹琳、惠春瑜、杨红、马恩圣 电子表格处理软件应用

3 西安 西安市残疾人艺术职业学校 王曦晨、郭曼、孟引妮、范薇娟 优美的汉字

4 宝鸡 宝鸡市陈仓区职业教育中心 王娇、田春蓉、孙少辉、梁芯瑗 Better Ask the Way Than GoAstray

5 宝鸡 千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涛、赵玉艳 《哲学与人生》（第三版）第一二单元

6 咸阳 三原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许红、屈蓉 学哲学 爱智慧 树三观 导人生

7 咸阳 武功县高级职业中学 郑玉玉、张利利、赵春霞、郑小玉 烃和烃的衍生物

8 咸阳 旬邑县职教中心 张阿莉、张莹、文亚妮、王冬艳 Making and Handling Complaints

9 渭南 澄城县职业教育中心 张晓颖、李晓锋、张娟、邱巧侠 职业生涯发展与就业创业

10 渭南 渭南工业学校 董文娟、权淑娟 走进“集合”的世界

11 延安 宝塔区职业教育中心 藏瑶、刘小静、张艳、高攀 日常交际用语

12 延安 宝塔区职业教育中心 马帅、郝亚莉、徐永慧 概率与统计初步

13 榆林 靖边县职教中心 李玉秀、贺玲、杜艳春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透视经济现象，投

身经济建设

14 汉中 汉中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苏一萍、黎亚乐、晁春玲 1、I Can Do It；2、how much is it；3、Can I take your order？

15 汉中 南郑县职业教育中心 余晓静、甘新睿、余洪涛、杨超 “雅言传承经典 经典浸润人生”古典诗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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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安康 岚皋县职业教育中心 谢鑫鑫、席战锋、聂佳月 概率与统计初步

17 安康 石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李相权、戴旻晖 我们在疫情防控中成长——文字处理软件应用

18 商洛 山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贺发才、张萍、刘顺军、周杨芳 赏析戏剧语言 品位多彩人生

19 商洛 山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杨媛、王晓英、何洁玉 成功从职业生涯规划起航

20 省属 西北工业学校 李瑞、刘琳 函数

21 省属 陕西省电子信息学校 贺秋艳、宁少恒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

（二）专业课程一组

一 等 奖

序号 代表队 参赛单位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西安 西安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静、薛蓓蕾、杨清如 涉外礼宾服务

2 西安 西安市卫生学校 张利苹、于志云、王雅迪、任晔 关爱老人——守护健康

3 宝鸡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附属中等专业学校 王宝云、王菁、董瑞媛 亮出你的诚信名片——会计凭证的填制与审核

4 宝鸡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附属中等专业学校 解晓莉、唐英、王娟丽
五彩斑斓 相得益彰——学前儿童个性与人际关系的发

展

5 榆林 神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杨艳、刘慧林、崔宇、段秀萍 不忘护理初心 牢记防控使命

6 商洛 镇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魏丹、胡楠、吴娜、张朋勋 永葆初心练就餐饮技能

7 省属 陕西省商业学校 杨芝敏、宋静、张晨、范青 邮轮登船手续及常见问题的处理

8 省属 陕西省电子信息学校 杨永宏、张涵、罗韬 测壮美山河，量天地高低——水准测量

9 省属 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 胡元清、田蕾、李璐 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工艺品中的应用

二 等 奖

序号 代表队 参赛单位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西安 西安培英育才职业高中有限公司 薛雪、肖春勃、刘磊 《节目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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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宝鸡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附属中等专业学校 鱼毛毛、艾燕、尹婕、赵琨 察生命秋毫，育专业所能——生命体征的评估与护理

3 咸阳 陕西省泾阳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齐静、张军、李琼、张冰 网店运营——店铺推广

4 咸阳 武功县高级职业中学 王海宇、康婷婷、张瑛 平面构成的基本要素及其应用

5 延安 宝塔区职业教育中心 杨箫凝、杜锦华 虽由人做·宛自天开——植物造景之丛植

6 榆林 靖边县职教中心 刘珂、贾向春、贾关军 组合体的表达与识读

7 榆林 靖边县职教中心 张亚容、赵瑞、冯丹丹、吴霞 学前儿童的认知发展

8 榆林 米脂县职业教育中心 张博远、姜海浪、姬绪明、罗涛 匠心圆梦 使命担当

9 安康 汉阴县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 朱朝霞、李娟、徐慧 润叶无声，丽木成林——学前儿童个性及社会性的发展

10 安康 旬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和文、张柯步旻、陈先海 燃油供给系统的维修

11 商洛 山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王玲、鬲毅、张婷、骆发萍 对象操作技巧之（五环 VIP卡、拼图制作）案例应用

12 省属 陕西省商业学校 胡丹、雷洁、韩峻月、刘阳阳 “献礼抗疫英雄”——粘土植物花卉制作

13 省属 西北工业学校 陈晓萍、刘琤琤、刘宇、张艳 PLC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线路

14 省属 西北工业学校 李永娟、罗雪红、余宁 八路抢答器的安装与调试

15 省属 陕西省电子信息学校 马娟、卢丽君、李宗泽 机械手搬运机构的组装与调试

16 省属 陕西省电子信息学校 焦宝玉、艾明祥、张国来 电葫芦控制电路安装与调试

17 省属 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 王宁、孙丽萍、白姣洁 同心抗“疫”——公益宣传片制作

18 省属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罗丽娜、陈书婷、田颖 《根植国家情怀 共筑美好未来》——基本乐科

三 等 奖

序号 代表队 参赛单位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西安 西安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维、王滨 2D转 3D建模

2 西安 西安市特殊教育职业学校 曹婷婷、张琪、郑璜 花式面包的成型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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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安 西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郭立群、张红娟、袁丽娟 歌唱中的呼吸与咬字吐字

4 宝鸡 扶风县职业教育中心 齐心、王建梅、李媛妮 认识电路及简单直流电路

5 宝鸡 渭滨区职业教育中心 窦燕芳、张丽宁、许飞、王小宁 《多旋翼无人机三维动画制作》

6 咸阳 彬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张静、王红萍、解艳妮 正投影组图基础

7 咸阳 淳化县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 王亚妮、张雯、王洋 养老日常生活护理

8 咸阳 旬邑县职教中心 雷艳、苏晓文、赵柏、吴静 正投影法与三视图

9 咸阳 旬邑县职教中心 董亚静、秦艳 纸花

10 渭南 渭南技师学院（市属技校） 雷蕾、武彪 车轮与轮胎

11 榆林 定边县职业教育中心 耿向萍、王海艳、李爱慧、汪龙 简笔画在幼儿教育教学中的运用

12 榆林 靖边县职教中心 齐广宏、李耶米玛、王新朝 弘扬民间美术 传承剪纸技艺——对称剪纸

13 榆林 靖边县职教中心 徐浩、刘春丽、张鹤翔 音程与和弦

14 榆林 榆林市横山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李智鹏、武建、刘坤丽、王珂瑶 图像处理常用工具和图层的操作与应用

15 榆林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五年制） 高悦、朱砚沉、高润清 无土栽植绿天下 德技并修育工匠

16 汉中 略阳县天津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任静锋、杨英、王甜 调光台灯的安装与调试

17 汉中 勉县职业教育中心 李金凌、马颖、周章山 图案创意设计与制作

18 汉中 南郑县职业教育中心 彭娜、艾骞、陈新、鲁俊利 Excel函数、下拉列表框、图表

19 安康 安康育英中等职业学校 孔祥兰、陈婷松、王洋 生命体征的评估及护理

20 安康 石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王玉龙、方勇、吕伟、邹艋 几何形位公差

21 商洛 柞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富珍、马华荣、周楠、方芳 电阻的串联

22 杨凌 杨凌中等职业学校 吴莉萍、陈蕊、王洋、赵亚妮 数据时代 高效求精——Excel数据处理

23 省属 陕西省石油化工学校 杨曼虹、李璟、李杜娟 组合体三视图

24 省属 西北工业学校 刘明丽、许凯朋、王芳利、张军武 《列管式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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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省属 陕西省电子信息学校 孙丽丽、王鑫荣、姚勇 精工利器、匠心筑魂——表决显示电路的设计与制作

26 省属 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 夏文涛、毛锋 十二经脉及腧穴

27 省属 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 马洁、张倩、贾嘉、秦川 民间扎染工艺

（三）专业课程二组

一 等 奖

序号 代表队 参赛单位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西安 西安市卫生学校 冀萌、蒙雅萍、郑渊、任静 爱心呵护、夕阳正红——1+X《老年照护》（初级）课程

2 咸阳 咸阳市秦都区职业教育中心 薛燕、姜权
“源源不断、动力源泉”——汽车电源系统结构认知与实

训操作

3 渭南 韩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梁晓剑、王红莉 中餐宴会主题摆台

4 省属 陕西省电子信息学校 孙学涛、周闯、张建永 匠心独运 量具担当

5 省属 陕西省建筑材料工业学校 郭利萍、李英赞、李松彪、杨佛拴 匠心筑安——电梯困人紧急救援及故障排除

二 等 奖

序号 代表队 参赛单位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西安 西安市明珠职业学校 解乔嫚、孙浴杰、席倩 《学前儿童文学作品设计与实施》

2 宝鸡 眉县职业教育中心 毛眉生、伍红军、孙晓娟、侯敏涛 车轮的保养与维护

3 咸阳 三原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杨小丽、魏阳、王莹 精打细算的巧助手——Excel软件的使用

4 咸阳 陕西省泾阳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雷、徐小英、赵向玲、程西卫 电磁阀中轴类组合件加工工艺改进与实践

5 咸阳 咸阳市礼泉县职业教育中心 王烨、李晓秀、董洁 声乐教学歌 8首

6 铜川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附设中等专业学校 刘文超、和燕、刘越、李亚荣 外感表证的临床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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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榆林 米脂县职业教育中心 杨晓雷、张智强、陈琎、姜延荣 传承工匠精神，助力中国制造

8 榆林 榆林市横山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曹鸿雁、郭艳飞、艾洁白 电气控制线路的安装与故障检修

9 省属 陕西省电子信息学校 戴英贺、韩武涛、许睿 起动与充电系统检查与保养

三 等 奖

序号 代表队 参赛单位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西安 西安培英育才职业高中有限公司 李媛媛、范波 水粉静物画基础技法讲练

2 西安 西安市高陵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刘玉鸽、崔东锋 项目式教学——数控车综合实训教学

3 西安 西安综合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胡剑锋、祁刚、叶朝阳、于海陪 “印记中国读书月”标志设计

4 宝鸡 眉县职业教育中心 马红梅、任毛毛、朱伯利 图像的选择、绘制及修饰

5 宝鸡 千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苏玲、时艳莉 中国民族民间舞——走进藏族

6 铜川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附设中等专业学校 王哲、冯旭东、张情 汽车发动机工作原理与曲柄连杆机构构造检修

7 榆林 定边县职业教育中心 崔晓娜、王晓波、高巧云、于国强 应用蒙版和通道

8 榆林 靖边县职教中心 常荣、张琳芝 脚踏实地 求真务实——酸碱滴定法

9 榆林 米脂县职业教育中心 李永康、李姣姣、李帅、赵杰 交换热量，传递梦想——培育新时代的化工人

10 榆林 子洲县职业教育中心 张倩、王文博、张小平 客房的清洁整理

11 汉中 南郑县职业教育中心 郭兴春、谢永平、张帆、胡波 CSS基础

12 汉中 宁强县职业高级中学 杨丽、吴尽 《个人形象礼仪》

13 安康 白河县职业教育中心 谢宏圆、杨韬 螺纹加工

14 安康 紫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王琳、姬花蕊、彭晓璇 扶贫大道上的致富“金叶子”

15 商洛 山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刘李丽、刘娜、杨彦 走进科技之光——音乐彩灯的安装与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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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商洛 商南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贺建哲、余鑫、田晓晖 万向传动装置与驱动桥的构造与维修

17 省属 陕西省商业学校 雷蕾、马克龙、张骋、景博瑞 “疫”中成长 “艺”展风采——素描造型基础

18 省属 西北工业学校 郭小朵、牛飞伦、贺美珍、魏承涛 酸碱标准溶液的配制、标定及应用

19 省属 西北工业学校 钟永锋、庞静、伏文会、郝德勇 工艺烛台的加工

20 省属 西安军需工业学校 郭杰、李超、李轩、王菁 鞋帮部件下裁及制作

21 省属 陕西省第二商贸学校 张斓琪、罗艳、姚晓惠
才下枝头，甜上心头——疫情下当地樱桃电商直销

实训

（四）最佳组织奖

陕西省电子信息学校

榆林市教育局

咸阳市教育局

安康市教育体育局

西北工业学校

宝鸡市教育局

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

商洛市教育局

铜川市教育局

西安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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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组

（一）公共基础课程组

一 等 奖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赵雨、花丹、张雨曦、庞博予 《探丝路起点 歌盛世长安——导游服务英语》

2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王传薇、周艳、商滢彬、李云 敬畏法律 厉行法治——人在“旅”途 举“法”为帜

3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真真、王婧媛、赵其勉、段凌燕 驱动法治教育之轮，引领绿色“新”车之路——专业背景下的法治观教育

4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晶、刘晨、康梦珠、王娅 贯通“一带”，畅连“一路”——高铁客运服务必备英语

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焦雯、张倩、赵楠、单洁 青春逐梦 匠心传承——坚定理想信念 弘扬中国精神

6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王慧媛、包燕、刘丹、赵书田 兴于“言”立于“行”成于“礼”——大学英语地铁问询和票务服务

7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王欣、王魏、何美林、梁潆 汲取经典智慧 滋养仁爱师心——品析先秦散文名篇

二 等 奖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段瑞、田恬、康瑾 智能机械臂设计与制造中的定积分

2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朱琪、蒋桂黎、朱佳雯、解仲秋 “疫”起从心启航

3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刘岱奇、钱涌宁、郝依宁 《“职”要有你，未来可期》

4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青、刘冰尧、华琴、全嘉乐 练技能，强服务——英语助力乘务之旅

5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赵增逊、李运通、董艳、马梅 积跬步 至千里——定积分及其应用

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陈长在、王鸣欣、张璇、田文可 把握六“格”大局 开启变“格”之路——俄语教学

7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胡蕊、石磊、王叙雅、王婷 传承经典“老”产品 焕发创业“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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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崔茜、王颖、田雨 “五位一体”总布局 筑梦圆梦新征程

9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陈禹默、李洁琼、赵珊、宋剑萍 从微分方程科学认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10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陈琳、张洁、李少华、张亚娟 插上英语的翅膀，助力中医走向世界 TCM—ABless to the World

11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秦娟、贺静婧、申小琳、杨雯雯 识微见远质为本 积本求原行最真——定积分及其应用

12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唐文静、房伊宁、吴亚亚 解析汉语古今魅力，树立民族文化自信

13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杨金玲、张彬蔚、訾婷婷 激扬梦想，破浪前行——中国梦和“五位一体”总布局

14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冯艳、张晓燕、任林香、杨海霞 携手科技抗疫 助力电商援鄂——Sales&TechnologyAmid the Epidemic

三 等 奖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李潼、安翔、陆红 《悦纳自我 和谐共处》

2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苏娟丽、付菁波、孙梦皎、张晓妮 “积跬步以至千里”——定积分及其应用

3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王岚、张宁、张昭楠、户琳 品读文化经典 感悟家国情怀

4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刘娜、史小英、高海英 让数据图表完美呈现 让演示文稿有声有色

5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关翠玲、左春宁、丁静 中国力量 青春担当

6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琳娜、梁萌、钟若丹 “治大国 烹小鲜”——经济数学中的一元函数定积分

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董碧娜、张茜、刘娟、刘亚平 心怀家国 洞明世事——做有情怀的营销人

8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徐翠翠、冯娜、李青、张海妮 微分连桥梁 方程助梦想——常微分方程及其应用

9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洁、任宇飞、程梦影、王静 学“正”方能羽动球场——羽毛球正手发球、接发球技术

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岳佩、王少华、董银英 New Life in New Era

11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段朝晖、段俊杰、左娟霞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坚定理想信念 践行时代使命

12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崔维、贺丹妮、杨群 忠诚铸警魂，同心护家国

13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任通、徐晓菲、孙玮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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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舒燕、吕芳、李娜 《服务领航 礼仪先行——窗口礼仪》

15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静、张鹏、卫芊倩 职业生涯之旅

16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仵美阳、贺臻、张琳 百年传承 强身防疫——师幼同健八段锦

1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刘转利、吕娟、孙莉峰、王毓章 以简御繁话溶液

18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乔艳、邹燕、张莹、梁娜妮 中国梦，强国梦——现代化强国梦的总体布局

19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侯玉霞、李国荣、王小锋 创新筑梦 创业远航——从创新成果保护到创业实践

20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刘彦平、刘璇、马珊珊 五位一体，筑梦中国

21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庞媛媛、崔艳丽、王洁琼、刘冠华 导数的应用

22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吴敏、裴海燕、刘静、谢芳 感受汉语魅力，弘扬中华文化

23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刘永记、杨强、井卫鹏 “五位一体“展宏图 全民共筑中国梦

24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李琳、李露、郭琰、贺淑红 Reception——有朋自“空中”来

25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康、朱莉、郭阳丽、高雅妮 凝心聚力 筑梦前行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二）专业课程一组

一 等 奖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魏薇、柳雪丽、钱若霖、黄春晖 “运”八方客，“营”安全行——城轨车站客运组织及突发事件处理

2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马文倩、马海国、范伟源、常凯 习材料成型技，传工匠精神美——液气压传动综合系统深度分析与创新设计

3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王瑜瑜、乔琳君、任晓敏、赵莲莲 传“大国”精神 感“重器”奥妙——传感器的应用设计

4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吴珊珊、薛媛、张颖、刘金鹿 《创业之路，赢在起点——筹资管理》

5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田倩、魏瑶、刘明学、刘海弯 云联北斗 隧贯山河——隧道平面控制测量

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魏彬、蔡昱、曹亚康、邵健 “接发”联通世界，“双语”引领成长——单线自动站间闭塞接发列车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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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夏爽、任秉春、李梦瑶、冯捷音 壁画中的敦煌乐舞——舞蹈剧目《妙音反弹》

8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王萌、刘媛媛、杨丽华、周晚 影像识肺炎 医者担使命——肺部炎症的影像诊断技术

9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王洋、魏娇、许丹 会“芯”会意 智能领航——嵌入式智能小车领航控制

10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吴珊、何文锋、陶振华、仙阿曼 “冷”静一“夏”，轻松畅驾——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维护与检修

二 等 奖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刘颖沙、雷琼、李国秀、田小微 为牛奶做体检 共筑家国长城——乳检守护我的国

2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衣学慧、季晓莲、王一蒙、范晴 佳景共欣赏，妙用相与析——基于美丽乡村项目的园林艺术课程实习

3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秦辉、王晶、赵伟 “结”服饰密语，“染”衣裳之美

4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党佳奇、耿倩、樊迪、赵革委 我在网上有个“家”——用户个人中心

5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洁、张喆、安亚强、凌飞 解析建筑教学实体破译平法识图规则

6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洋、贾娟娟、张木、王举 虚实训能 铸匠心——压力铸造

7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张慧洁、王铁钢、徐丽娇、陈莉粉 从大美红墙走向智慧建筑——砖混结构工程量清单编制

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先梦瑜、王珺、马骞 以礼规行，坚守职责——民航值机与行李服务

9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霞、李广燕、何静、王振峰 解密建筑——建筑构造

10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磊、樊康佳、冯超、冯黎刚 登峰测极——高程测量

11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晶晶、段瑞芳、张松雷、李凡 架“一带”中国桥梁 铸“一路”国际友谊——连续梁桥构造与施工

12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孙珂琪、李勇、朱帅、姜丽萍 以“机”为骨，“构”建机械运动之魂——探索机构传动的奥秘

13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方彦、闫泊、葛雯、王锦 图里有乾坤 心中有梦想——变配电所电气主接线

14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朱亚男、房楠、林辉、张省伟 “列车医生”的进修之路——解密转向架

1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魏仁辉、王敏、王静、王昕敏 智能售检票，美好新出行

16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熊小雅、何华、胡怡彤 点亮萤火之光——股权众筹助力大学生创业

17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何小曲、张庭姣、王岩、李影 不忘初“心”，一“录”前行——岩心录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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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何青、杨雅颉、李飞燕、恒梦娇 “四心”武装，探秘小人国——幼儿行为观察与记录的方法

19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霍枚玫、余颖、胡婷、张吴茜 呼吸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20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范媛、马行娟、高荣清、贾绿泉 演、乐、言、体各有方

三 等 奖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苏少林、朱海波、赵秋利、张文娟 小“微”大用——水中可生化降解有机物质去除技术

2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萌、元媛、李萍 诚信纳税 税富国强

3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李薇、张扬、王晓莉、许晓燕 字正腔圆 声入童心——幼儿教师口语综合训练

4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白莲、李倩雯、杨凡、张超、 电商创业 网店先行

5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万珊、杨甜、张晨、过文俊 数中窥术，知止有得——运营数据分析

6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卢嘉怡、柴思敏、刘巧英、唐有川 立信天下，“证”通百业——证券投资管理

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房强、管阳、王超 笔尖绘梦 匠心筑艺——设计素描

8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郝励、张晗、刘春雅 指尖舞动、仪表护航——化工检测仪表

9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曹彦、张梦薇、杨贵凌 价值计算——理财决策的重要工具

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宋军旺、孙烨、王彩琴、李瑛 化工生产中的防火防爆防毒技术

11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月芳、崔乃丹、王娟 依法合规做核算，智能财税助发展——制造企业经济业务核算

12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崔蒙、高莲萍、王飞、关美霞 以艺战疫——装饰色彩构成设计

13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徐静伟、王峥、熊晓强、李莉 破译建筑密码——施工图综合识读

14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周文静、薛静、朱金坛 5G动时代，LOGO画未来——LOGO（徽标）动画

15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陈烨、薛冬妮、曹吉明 破解犯罪嫌疑人“X"的名片

16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李美荣、傅淑均、侯静、徐亚琼 正当防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7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苏晓芬、李幽然、李赛、蒋文文 以游戏精神伴随儿童学习与发展

18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行冰玉、张璐璐、冯飞艳 助力抗疫、国粹传承-清肺排毒汤的调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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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薛艳、王欢、张明华 加码新基建 畅想云通话——声音信号的传输与处理

20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吴茜、朱向锋、朱敏 蓬门今始为君开——智慧旅游景区服务接待三部曲

21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贾瑛、刘艾侠、马亚锋 技术追梦人，助农战疫情——DIV+CSS网页布局与美化

22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赵明侠、白鹤、杨鑫、袁一如 精测细绘，匠心筑梦——减速器的绘制与三维建模

23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来言芳、金凤、郑海燕、田玥 传承经典文化，创新益智游戏——幼儿智力游戏的设计与指导

24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杨洁、杨娜、郑言 游戏润童心，英语展魅力——幼儿游戏活动之英语组织

25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王路路、缪树宗、王婧、吴晓赟 筑水上生命防线 强海上求生技能——海上求生时的行动

26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宋娟、雷声媛、于丽丽 文明交通 顺序开启——PLC顺序控制编程

27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李呈琛、戴文娟、余虹、杨苗苗 以“短视频在线教育”为例，打开市场调研之门

28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孟亚洲、高璐、杜静 丝绸之路——西北之旅

29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李婷、杨柳影、杨丽 幼儿园里的那些事儿——生活活动和游戏活动

30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娟、张超龙、张静、张明 风险呼叫转移-汽车保险与理赔

31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鑫、张新蕾、张悦、苟强 不惧风雨，勇撑苍穹——探索屋顶奥秘

32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杨浩宇、张莉、燕利芳、白亚娥 用科技开创乌金新时代——煤矿开采概述及采煤工艺

33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孙云霞、尚荣花、张美琴 走园实践，课岗对接——幼儿社会教育与活动指导

34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温晓荣、曹喜明、牛一华 “传递正能量，连接新世界”——汽车常用零部件

（三）专业课程二组

一 等 奖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安心、邓丽君、张晓、杜雨潇 应急有方，处置有序——客舱应急处置程序

2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赵小刚、甘代伟、李荣丽、李林 匠心筑梦 精“铣”人生——铣削综合件编程与加工

3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罗明、孙少杰、赵转转 匠心强技，做汽车智能时代的“安全卫士”——汽车防盗系统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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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叶满珠、牛丽娟、王栋、梅泽 登峰测极 彰显国力——高程测量

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杨彤、高鸽子、陈若曦、刘站科 从“重测珠峰”谈图根控制测量

6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王英、茹官璞、李阳 敬佑生命，抚育天使——新生儿与新生儿疾病患儿的护理

二 等 奖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王志华、刘鑫尚、郭英芳、刘方 防疫抗疫，保电用电有我在——安全用电

2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卿笛、牛甲、余娜、李培东 大国工匠 机器可为——我教机器人做搬运

3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冯雷雷、高冬梅、李黔蜀、李博 解密流体输送的“心脏”

4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宁、秦晓艳、张伟佳、武晴晴 控制测量与数字地形图测绘

5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赵月姣、张立霞、陆武慧、杨春 显示屏下的智慧互联——物联网下微控制器的显示电路设计

6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张敏、李孟晨、康壮壮、李青青 “农副产品”拍了拍你

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麻思明、赵洁、陈静 地铁非正常情况下的行车组织

8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赵欣、张金玲、李晓萍、王亚男 教无定法，育人有道——小学语文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9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胡敏、王佳璐、荣艳娇、周琛 为您“排忧解难”之排泄护理

10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荆怀芳、骞姣、韩燕妮、张婷 先礼后兵 盛世典范——博物馆导游讲解

11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李祯、高茜、张娟、孙艳萍 冷热奇缘——传热操作技术

12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姚静、巩建辉、王晨丰 翱翔于“0”“1”的数字时空——数字电子技术

三 等 奖

序号 学校 参赛教师 参赛作品

1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李博森、张宇鑫、井敬 10kV架空配电线路施工

2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王娜、邓国智、佟立杰、杨雷恒 修飞机蒙皮，保航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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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柳、赵茹、郭媛媛、梅姣姣 情暖夕阳，守护健康——老年常见疾病的预防与照护

4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茗、王建堂、李艳、刘征 物联控制助力智慧轨交——PLC在地铁车站物联控制中的应用

5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杨建宁、王亚升、段丹丹 智慧建造助力新基建——结构柱的 BIM建模与设计计算

6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丁海英、孔啸、马长玲 探地球奥秘、护绿水青山：冲孔与护壁堵漏

7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任春晓、邢少娜、冯毅、平兴团 生活因“康”而精彩——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康复训练

8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张帆、雷蕾、时佳、张晓勋 移动无线网络优化——5G基站组网及工程模块

9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武玉婷、王晓莉、倪娜、王昆 炼师能铸匠心 尚师德护童心——创新理念下的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10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王争艳、王爽、马胜强 充电指示灯常亮故障检修

11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姚展妮、张媛、王燕娟、钟亚楠 消除高热 守护健康

12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袁淑怡、王晨萌、石佳 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

13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赵欣欣、孙静、邵昭、严建军 多维视角下的计量与计价——基于 BIM技术工程算量的学与练

14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申宁宁、薛威、程瑜、刘振 汽车心脏初探秘——发动机曲柄连杆机构组成与检修

15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王素珍、王晨、武继英、曹婧文 “管家”帮你捋“家当”——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

16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李培艳、连锦花、潘欣 聚焦高端能化 打造精馏工匠

17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丁艳、宁磊、周克、马勇 汽车灯光系统检查维修

18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禹西、向阳、姚西 常用救护监护技术

19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胡文娟、赵鹏、张矛、吴菲 汽车保养师成长记——二级维护

20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麻锐敏、景鹏斌、李鹏、王榆 花儿为什么那样红——智能浇花系统的设计与制作

21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张轩、姜艳则、云红红 触摸工业的心跳——泵与风机

22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支金华、刘骁 高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微生物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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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佳组织奖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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