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晋教职成函〔2022〕87 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公布山西省第十六届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各高等职业学校，各省属中职学校：

山西省第十六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经院校

自主申报、网络初评、线上答辩、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环节，

共产生一等奖 39 个，二等奖 83 个，三等奖 123 个，现将获奖

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希望获奖单位和教师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将参赛经验转

化为教学经验，对获奖作品继续改进完善，应用于日常教育，

持续提升教师师德践行能力、专业教学能力、综合育人能力和

自主发展能力，努力带动全省职业教育持续深化教师、教材、

教法“三教改革”，促进“能说会做善导”的“双师型”教师成长和

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团队建设。

附件：2022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获奖名单

山西省教育厅

2022 年 9 月 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厅内发送：教育工委宣传部（思想政治教育处）、教师工作处

（职称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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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获奖名单

（同组别同等奖项内排名不分先后）

作品名称 学 校 参赛团队

高职思政课程组

一等奖（3 个）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和

总体布局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荀雪霞,郭亮,张卓,赵鲜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王淑芳,白鸿萍,马静,王晓菲

园林匠心筑梦美丽中国 五位全局擘

画复兴盛景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素芳,白蕾,郭燕,王琰

二等奖（6 个）

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道德品格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白婷婷，李英平，贾晋霞，任锐

匠心传承 踔厉笃行 弘扬中国精神

放飞青春梦想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张有武,赵佳,邓婷婷,高佩

弘扬中国精神，践行价值准则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康莉,姚红艳,李媛,赵咪咪

毛泽东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

践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赵丽君,钱菁,赵耀辉

明确价值要求 践行价值准则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李欣,宋珍珍,冀鹏,白继红

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道德品格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刘玉洁,魏静,高丽华,刘矫

三等奖（10 个）

弘扬中国精神 实现中国梦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王宝萍,杨佳佳,冯昊,高英杰

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道德品格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史亚运,闫姝羽,武瑾雯,陈莉蓉

坚定理想信念 弘扬中国精神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牛源渊,杨彩平,房楠,任志敏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赓续新民主主

义革命血脉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韩卓芳,常东秀,逯凯歆,赵晓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

飞跃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武晓静,刘亚琼,刘冬

汲取精神伟力 逐梦民族复兴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王志雄,张蓉,武盼盼,任文刚

法安天下 德润人心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崔建宇,薛晓芳,杜建萍,孙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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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杜军龙,范文明,郭力达,张君法

毛泽东思想之关键密码与实践向度 大同煤炭职业技术学院 杨慧芳,管箫,段勃,王瑞荣

青春献祖国 圆梦新征程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潘璐,冯艳琴,李晋雅,张茜

高职公共基础课程组

一等奖（2 个）

职业定位与生涯规划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王瑛,杨辉,吴小燕,张旻

定积分及其应用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王青梅,张晓彦,凌亚丽,李震

二等奖（5 个）

营销实践中的人际交往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李慧,秦晓斐,李艳,李艳芳

篮球基本技术教学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亚亮,殷小良,续姜,曹莉娟

中国音乐欣赏与实践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陈莹媛,安雅文,刑志向

写作新媒体文案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李遂,吴海燕,武建秀,郭小雪

修德 修身 修心 Manners, Health

and Emotion
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郭薇,原海云,茹明珠

三等奖（7 个）

修身•齐家•襟怀天下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刘育红,樊尚婧,袁虹,朱晓美

导数及其应用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张艳萍,贾丽红,赵丹,武丹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健美操

“教、学、练、赛”一体化教学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赵艳,董一帆,赵树东

Rational Consumption（理性消费）

听说读写训练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李晶,李玲玲,任茜,倪勇霞

阅读逆境人生 锤炼品德技能 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赵羚,梁建军,霍仙梅,崔科

资源最优配置——线性规划及其应

用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杨莉,李伟,郑俊艳

华夏乐韵——器乐篇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荣,郭雅伦,谭嘉琪

高职专业课程一组

一等奖（6 个）

旅游产品开发——以创意研学产品

为例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兀婷,李武玲,乔一博,谢红霞

表面贴装型 74HC138 芯片测试与分

选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乔倩,申玉玲,刘艳华

智能无人配送车环境感知系统装调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冯飞燕,孔静,张俊娜,王晓亮

多地形一体种植机电气控制系统设

计与装调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赵小飞,张方东,靳姗,李琴

水文测验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刘泽云,张杰,孙风朝,张伟丽

新媒体之直播电商运营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侯银莉,白海鹰,孙婧一,齐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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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3 个）

预算与营运管理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徐洁,杨琳惠,郭敏,方敏

起重机的操作与维护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赵楠,高斌斌,李文婷,耿宝光

智能快递分拣系统装调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玉强,陈继文,徐瑶,周晓旭

XX移民村“美丽乡村”项目BIM建模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罗家瑞,许苗苗,樊培利,麻媛

公园植物识别与应用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凯,王燚,王亚英,安文杰

文创产品直播营销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瑞,李志芳,李琳,义靓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特情服务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王秀琴,李颖利,吕建康,因晓倩

宴会出品和台面设计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王文燕,秦瑞鹏,崔旭东,孙勇兴

中国儿童歌曲弹奏实践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玲,王栋魁,马婷,刘世静

智慧物流 保供增效——配送作业管

理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韩丽敏,刘嘉欣,杜静,翟澜茹

运动系统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朱萌,王晓蔚,黄忙,郭雪

心血管系统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孙晓霞,原姣,史晓洋,杨瑞云

输送机操作与维护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董妍,杜聿静,卞泽宇,王海川

三等奖（19 个）

言必诚信 行必忠正—钢筋混凝土工

程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王学军,郭庆阳,孟文华,张丽云

探索传感器在智慧产业的应用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常乐,武娟红,郑俊华,任丽娜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点动与连续控制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韩芝星,石文昭,任佳佳,胡颖

XX 村民宿品牌视觉设计项目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石玉,梁慧晶,任雁,赵辰宁

工程项目进度管理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赵帅,韩艳,刘鸽

企业短期与长期决策的那些事 山西管理职业学院 赵瑞婷,张敏,李知之,薛丽萍

民宿产品推介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刘路琴,刘曦冰,刘娜

“致非遗 敬匠心”：直播助推非遗文

化传承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张娜,李晓婧,刘喆

BIM 工程的技术应用与实施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田蓉,王博,魏宝兰,郭晓芳

创编讲演享童乐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赵丽君,杜文宇,银春,马红霞

《“冰雪相约 激情冬奥”职业形象塑

造》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平莹莹,郭怡婧,袁颖

轨道电路维护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焦迎雪,聂秀珍,刘敏,解瑞

宠物泌尿系统疾病临床诊疗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李耀光,陈瑞芳,乔德瑞,聂晨睿

抖音电商运营管理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韩英,王亚辉,白虎雯,武瑜

从案例走进数学建模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游晋峰,李瑞峰,安莹,郝晓燕

颅脑疾病影像诊断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霍红丽,庞书涛,武荣,王璨

聚焦疫病防控，探秘病菌病毒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王芳,路转娥,闫郭莉,徐维娜

会计信息系统数据模块应用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田甜,王亚男,郭恒溪,杨婷婷

变速传动力，匠心铸精彩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杨茜,郭海奎,王静,郝建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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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专业课程二组

一等奖（3 个）

舞剧《粉墨春秋》片段《髯口》舞台

实践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刘冬,任中杰,张飞,杨涛

群舞《茉莉》音乐与舞蹈的融合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张志,程丽,崔琳婧,王晓华

老年呼吸系统疾病照护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赵骄蓉,贾淑云,张晶,崔亚萍

二等奖（7 个）

共筑网络基石 成就强国梦想（局域

网技术）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梁春华,李强,王蓉

金融产品营销实战演练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乔君,赵丽荟,张晓伟,李静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薛爱爱,武晓红,睢海静,郭媛

“巍巍太行”系列景点导游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赵蕾,崔莹,廉梅霞

中国作品的合唱艺术实践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曦,赵慧,董娜,武紫彧

毫针刺法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曲锋,刘嘉琪,卫佳,杨小傲

无人机数字地形图测绘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王小华,和文超,张倩,张建华

三等奖（10 个）

***国际会议中心岗位实习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王秀静,金薇,李峰,邱晓丽

修习茶之艺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张莉,贺静,高薇,陈贤飞

车站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冯珂,刘晓静,梁淑艳,李雪谊

压力容器组合件机器人焊接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耀,祝文沙,孙佳佳,于永波

赏花叶育人心灵 鉴本草培根铸魂

--花叶类中药鉴定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张妤,郭敏娜,王丕明,张玮玮

中国红色旅游线路研学导游服务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李旭琴,鲁欣,毛海燕

主题式幼儿舞蹈创编实践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崔晓宁,杨瑞燕,杨盈春,陈静

朗读技能训练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先宏,白银,赵芸,田晓云

人生处处皆有戏 —儿童戏剧主题活

动设计与实施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春荣,杨帆,吴婧,董燕茹

《关公文化旅游节》系列节目主持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薛萌,李娜,梁雨薇,弟雷

中职公共基础课程组

一等奖（8 个）

匠魂驻心，与光同行 华北机电学校 杨斐斐,宋丽君,崔丹,景佳晨

制作“健康宣教”数字媒体作品 太原市卫生学校 刘惠玲,武瑛,任炜,石婕

《品读音乐文化 舞动旅游翅膀》 大同市第一高级职业中学校 刘丽娟,武瑶,李弘,郁妍超

Volunteer in the new era,you and I are

more wonderful!志愿新时代，你我共

精彩！

大同市云冈区职业中学校 李鉴,李娟,莘美玲,杨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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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传统作品选读 平遥现代工程技术学校 郭解新,闫慧娟,刘俊卿,梁晶晶

“向美而行，以美育人”现代诗歌鉴赏

教学
山西省长治卫生学校 田亚磊,王向萍,杨明清,曹瑞瑛

设计扮靓生活--根植盟书文化 传承

文字经典
侯马市职业中专学校 沈洁,褚艳汝,贺斐

致岁月铅华 敬红色传承——铭记抗

日历史
平陆县第一高级职业中学 冯娟,刘春兰,石晋勇,贾雪芬

二等奖（16 个）

烹饪专业学生的体能训练 太原市财政金融学校 王海俊,章昉,李泽鑫,李静

基础模块下 Unit1 Travel Unit2

Shopping Unit3 English Study
山西省应县职业技术学校 庞有连,句亚男,武丽芳,张文丽

烃的衍生物 交城县职业中学校 任翠翠,王慧芳,李蜜蜂,房改萍

品读唐宋诗词，领略古诗之美 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 孟维艳,梁宏,张艳,李永婧

音乐鉴赏与实践 晋中市职业中专学校 顾琼,李华,张俊娟,高凯琳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榆次区职业技术学校 郭荣,武富梅,郭静,孙丽霞

工匠精神之敬业篇作品研读 山西省祁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渠风宇,段宝娟,任效丽,杨亚萍

TA 力量，引领你和我 灵石县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杨丽婷,康彦梅,赵晶,燕艮秀

《方寸舞台 百味人生——中外文学

作品研读》
长治市职业高级中学 殷国栋,赵云霞,章佳,刘琦

数列的探究与实践 长治市职业高级中学 郭敏,张静,刘静,苗丽

China's achievements 长治市上党区职业高级中学校 侯成花,郜磊丹,陈红燕

《数列》 曲沃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冯再萍,吴瑞瑞,任鹏杰,辛亚玲

为“医”消得人憔悴---Dedicated

People
吉县职业中学 杨英霞,加秀娟,张英娟,蒋维静

《散文作品鉴赏与语言运用实践》 河津市职业中学 郑丽,李瑞娟,高丽英,孙阳

中外文学作品选读 芮城县第一职业学校 李伟刁,张江武,李姗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临猗县第一职业中学 王丹凤,何淑娟,张翠绒,张香

三等奖（24 个）

Unit 2 We are friends Unit 3 Sports

are good for you
原平市职业学校 李莉娜,张永华

Career Planning 五寨县职业中学校 代永恒,郝婷,郑璐,闫丽霞

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作品研读 汾阳市高级职业中学 朱丽荣,张淑艳,李瑞萍,郭坐萍

简单几何体-小螺母 大工匠 孝义市职业教育中心 王晓晋,王建秀,马婧红,张小玲

小说人生，人生小“说” 交口县职业中学 郑贤玲,王益霞,刘爱爱,穆环宇

“青春心向团、逐梦新时代” 入团系

列活动 数据统计与分析
榆次区职业技术学校 王淑慧,郝丹青,马雨欣,李星

敬业与乐业 中职语文（高教版）职

业模块第五单元教案
介休市职业中学 侯建丽,刘夏莲,乔金凤,贾书良

There Is No Easy Path to Success

合作探究 以听促说——理解工匠
寿阳县第一职业中学校 邢瑞瑞,郭瑞红,姜果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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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内涵，初步树立职业理想

职业选择，成就未来 和顺县职业中学 韩海军,药世青,刘月红,温婷

“已知”探索“未知” 左权县职业技术中学校 李旭艳,赵芝英,苏瑞琴

出彩人生从确定方向开始《平面向

量》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职业高级中学

校
李宝云,刘瑞红,谭晓芳

Family & Campus Life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李佳,董慧敏,薛磊,张婧娴

《时代变迁中女性破茧成蝶》——在

语文教学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长治市潞城区职业高级中学校 冯志燕,罗琼,殷红波,苑云

Practical English is easy to

learn ( 实用英语轻学)
沁源县职业高级中学 窦美蓉,阴翠林,田娟,药建琴

Brave It Out&Cultivation 山西省潞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贾艳芬,张金妮

明德修身 逐梦未来 山西省潞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霍芝芝,莫佳蕙,范素芳

职场应用文写作与交流 泽州县高级职业中学校 韩密亮,刘晋侠,门艳斐,马三霞

古典诗词品读鉴赏 山西省临汾人民警察学校 南英英,秦霞,赵钰洁

博采中西文化 绘制多彩人生 侯马市职业中专学校 范瑞瑞,刘宇霞,郝智燕

简单几何体 稷山县职业中学 郭国艳,黄淑娟,卫红亚

助力绿色复苏 共建美丽家园 平陆县第一高级职业中学 范凌燕,王志强,刘艳红,张爱霞

携手志愿 “计”能防疫 平陆县第一高级职业中学 李晓,焦翠萍,田李红,陈杰

电化学基础与金属防护 运城市口腔卫生学校 赵培霞,康晓丽

自为探究——磁场在简单电气设备

中的应用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技师

学院
柏惠,李慧,罗尧,蒋爱玲

中职思想政治课程组

一等奖（5 个）

践行城轨职业道德 提升岗位职业素

养
太原铁路机械学校 胡晋平,赵丽涛,胡子亮,葛莎莎

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美丽中国 华北机电学校 牛丽,马军苗,马广超,魏鲁玉

知荣辱 ，有道德 吕梁市卫生学校 任芳芳,白旭琴,吕婧宇

时代导航 生涯筑梦 认识自我

健康成长
平遥现代工程技术学校 巩春梅,郭晋陶,任慧玲,张世华

《正德铸魂—形塑最美职业人》 运城市财经学校 李娟,王淑艳,董国芳,张娟

二等奖（11 个）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目标任务 领导力量 根本立场
山西省司法学校 陈苗苗,赵素平,孙伟峰,侯姗姗

提升道德境界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维护宪法尊严
山西省经贸学校 曹芳,杨海峰,李志贤,宋莉

职业生涯发展条件与机遇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韩晓丽,郭洁,高建萍,裴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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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人生路 助力导游梦 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 宁建忠,孙慧娇,张明珠,陈茹

在社会中发展自我，创造人生价值 晋中市太谷区职业中学校 张国栋,王晋香,付彩虹,闫帅

和谐交往 快乐生活 山西省祁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史宝庆,武颖昱,张茹,孔令娟

规划护理人生，筑梦美好未来 襄汾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韩国华,王欢,狄晨芳,杨金鑫

融古铸今，德润人心 乡宁县职业中学 韩金花,陈丽娜,李华梅,郭淑芳

时代导航，筑梦机电人生涯 认识

自我，关注机电人成长
山西省曲沃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燕静,申玉萍,范玉娟,刘晶

预防青少年犯罪 河津市职业中学 郭坚,关红,王玉苗,薛梅霞

弘扬劳动精神 争做职业楷模 闻喜县职业中学 叶昱蓉,梁晓燕,薛碧霞,张婵

三等奖（16 个）

从客观实际出发，用辩证的观点看问

题
太原市财政金融学校 马刚,孙黎花,高二丽,刘永强

《新思想扎根中国大地---培育时代

新人》
大同市卫生学校 马振清,张少卿,李英

《感知新时代 实现中国梦》 大同市第一高级职业中学校 郭杰,刘兰,潘建玲,张蕊

悟德尚善新时代，崇宪尊法新青年 朔州市朔城区神头职业中学校 苗芳,侯晓炯,粟新艳

认识自己 规划未来 怀仁市弘文高级职业中学 梁梦媛,朱永宁

习礼仪、讲道德、提升个人职业素养孝义市职业教育中心 郝新政,陈学文,侯鲜灵,张锁兰

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打造时代合

格匠人
交城县职业中学校 范黎莎,宋歆,李娜娜,段青山

立足专业谋发展 和谐交往享快乐 晋中市卫生学校 武银海,苗淑琴,成超男

树立崇高理想 实现自我价值 晋中市职业中专学校 郝美丹,杨勇,李焕焕,常丽娟

法治中国—筑牢信仰之基 做爱国奋

斗的新青年
山西省长治卫生学校 雷虹,张晓玲,董亮,马莉

胸怀美德 筑梦未来（第二单元） 长治市上党区职业高级中学校 王国兵,王志清,崔明霞

理想之光点亮人生 泽州县高级职业中学校 崔霞,刘鹏飞,樊琳芝,马燕芳

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用辩证的观点

看问题
山西省临汾人民警察学校 陈志芳,纪佩,李清,燕琴

弘扬劳模精神 提升道德境界 侯马市职业中专学校 毕国胜,兰丽慧,刘美英,贺晋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 稷山县职业中学 黄红英,郝艳平,宋武龙,李娜

生涯筑梦 健康成长 芮城县第一职业学校 薛建华,段华华,杨冬利,赵慧玲

中职专业技能课程一组

一等奖（8 个）

“鱼菜混养”特色温室景观设计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谷丽萍,卢艳红,杨雅慧,南晓东

脉管系统 太原市卫生学校 李楠,吴珏,赵欣,张盼盼

水准测量 山西省建筑工程技术学校 李俊美,王春芳,杜瑞俊,梁晓宇

导游服务技能 昔阳县高级职业中学校 韩晶,王兆丰,侯江华

陶虎设计制作 晋中市职业中专学校 刘桂琴,张丽婧,史剑涛,韩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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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系统拆装与检修 平遥现代工程技术学校 李俊杰,张晓宝,张秧,闫静

博览风物特产 芮城县第一职业学校 杨丽,范莉,王昕

调式 闻喜县职业中学 马元飞,马楠,吴颖惠,邢洁

二等奖（16 个）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应急处置 太原铁路机械学校 郭瑞琦,毕超,薛婧艳,尚哲敏

牛心血管系统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孟纪萍,牛姣艳,杨珊珊,孙志峰

控制微生物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杜红阳,郭晓芳,窦婕香,李亚妮

献礼党的二十大主题菜品设计与制

作
大同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校 何鹏飞,王鹏,刘姣,吴雪巍

牙体牙髓及根尖周病的诊断与治疗 大同市卫生学校 李玉玲,尹文静,杨丽坤

剪纸制作 大同市职业教育中心 马颖平,杨枫,付晓敏,刘寰

长文档编辑项目——制作员工管理

手册
大同市财会学校 张奕,赵国彦,曹建华,宋文斌

“职教赋能 爱心助农”土特产网站制

作
朔城区神头职业中学校 李星星,彭玮,蔡佳秀,侯晋平

运动系统 吕梁市卫生学校 薛文兵,杜海云,吴军峰,赵小平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管理系统 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 王志英,郭俊霞,窦廷耀,郭强

小微企业存货核算 平遥现代工程技术学校 冯娟,梁戈,史晓俊,闫聪慧

经济舱客舱服务 榆次区职业技术学校 骞彩凤,段晓娟,武琼,宋丹

企业往来业务的核算 介休市职业中学 王晓妍,程晓俊,刘婷婷,张亚琴

探秘数字电子世界———三人表决

器的设计与应用
襄汾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韩晓红,张婧,李倩倩,张小娜

机械手搬运机构的安装与调试 河津市职业中学 张天民,崔彩良,柴喜荣,樊青

健康特产 生态品味 ——“三白

瓜”宣传海报设计
万荣县第一高级职业中学 王轶斐,贾艳玲,秦艳芳,史冰琴

三等奖（24 个）

共青团百年海报制作 山西省经贸学校 李睿琦,王晓霞,张军锋,李应华

国防军事 轮式战车 山西省农业机械化学校 雷志强,董广宇,彭丽云

房屋建筑工程招标文件的编制 山西省城乡建设学校 李静,管慧,张娜,呼丽丽

清晰视界全方位 平安世界零距离

——建筑智能化视频监控系统建模、

安装、传输与调试

山西省建筑工程技术学校 秦嘉,徐国华,张慧敏,李荣基

主要经济业务的核算 太原市财贸学校 冯玉婷,刘顺华,李敏

会计信息载体 清徐县职业教育中心 石国红,王淑敏,王艳,郭慧娟

《快乐梦飞扬 童心满课堂》 大同市幼儿师范学校 王菲,罗学玲,范海新,黄丽荣

汽车照明系统检修 朔城区神头职业中学校 刘春怀,叶志鹏,翟亮

海报设计 山西省应县职业技术学校 任艳春,张建花,杨慧蓉

简体支座的三视图绘制 晋中市太谷区职业中学校 庞帅,薛亮亮,韩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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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山水情 晋中市太谷区职业中学校 李勇冬,郭金芳,李树琪,冀永福

匠心铸魂 实干争先《表决器和抢答

器》
阳泉市郊区职业高级中学校 姚辉颖,刘海青,李建臣

民宿客房服务实践应用 长治市职业高级中学 罗娟,张帅,张朋丽,崔江丽

“致青年”宣传性海报设计 长治市上党区职业高级中学校 牛爱萍,万长霞,常哲,李琳

抗疫助农 网驻温情——校园 O2O

母亲节水果促销活动
长子县职业技术学校 连晓晓,李玉,杨娟,解红霞

开启布线之门，铺设希望之路 沁源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海红,裴雅娟,安少鸽,武冰星

计算机硬件的选定 晋城市中等专业学校 郭楠楠,段树英

电动机单向直接启动控制电路安装

与检修
晋城市中等专业学校 张丽,薛超,滑淅,贾俊

计算机硬件及组装 泽州县高级职业中学校 宋利利,张兰,乔海波,王俊虹

学技能提效率 —WPS 表格应用 山西省曲沃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杨居厚,于亮,赵丽芳,宁小绒

直梁弯曲 曲中有度 襄汾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刘鸿,王雪莹,杨阳

《网店商品发布》 运城市财经学校 南丽芳,邓波,丁英霞

水准测量 永济市职业中专学校 刘永宾,徐文兵,卫俊辉

音乐素养的培养 稷山县职业中学 宁慧霞,李丽,苏晓娜,柴云辉

中职专业技能（方向）课程二组

一等奖（4 个）

地铁隧道通风系统智能控制 太原铁路机械学校 李红,张婧靓,张斌兴,刘玉娟

汽车轮毂的智能化仓储 华北机电学校 秦梅,李杨华,刘丽,郭二平

老年意外护理 太原市卫生学校 杨娜,周雅馨,张钦,黄俊芳

动物外科基本操作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苏晓菲,赵雅丽,吴春香,刘永强

二等奖（9 个）

中国古典舞翻身技术实践教学设计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附属中等艺术

学校
张景,吉云霞,张凡,翟荣芳

物流智能分拣消杀系统设计与装调 大同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校 宋建芳,王晓玲,苏志国,曹智慧

常用注射法 大同市卫生学校 李成莲,胡庆丽,袁宇彤,魏青

基于三菱 FX2N 系列 PLC 交通灯系

统设计及模型制作
汾阳市高级职业中学 耿海涛,马俊艳,黄河,冀双庆

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护 汾阳市高级职业中学 薛瑞红,刘美琦,冯玉芸,刘娟

宣传册设计与制作 交城县职业中学校 郭翔,韩荣荣,梁慧丽,刘俊贤

《品社火砖雕 铸匠心之梦——人

物砖雕鉴赏与实践操作》
晋中市特殊教育学校 陈欣,杜英帅,张珍珍,王丽君

客舱对客服务 长子县职业技术学校 苏晋嵘,王黎苗,赵先玲,刘璐

卧床老人的生活照护(特殊进食帮助

/纸尿裤更换/简易通便帮助/口腔清

洁/衣物更换/压疮预防)

乡宁县职业中学 兰新良,武媛杰,唐丽慧,宋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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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13 个）

创建“温馨小屋” 山西省农业机械化学校 段转平,曹存正,李萍,谢军

校园公益活动标志与宣传品的设计

制作
太原市财贸学校 贺蕾,薛源,李娜,贾智

汽车发动机 太原市交通学校 张宇翔,王刚,杨争民,张庆英

小定位，大作用 保德县职业中学校 王俊伟,徐一晋,王俊兵

青霉素肌内注射法 吕梁市卫生学校 任彩红,张金丽,王文静,秦勤爱

药物疗法 交口县职业中学 高小燕,薛红梅,张文爱

知营养重保健 幸福童年高起点--

儿童基础护理
晋中市卫生学校 索改丽,巨慧,侯军玲,王潆雪

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护理 昔阳县高级职业中学校 王婵录,董春梅,程雪雨

时间就是生命——单人徒手心肺复

苏术
左权县职业技术中学校 任丽萍,李芳,岂育英,赵志琴

工业与民用照明综合电路项目 沁源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月明,闫文俊,魏浩宇,任晓丽

化工生产的心脏--离心泵 山西省潞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爱清,张婷婷,薛佩毅

舞蹈与幼儿舞蹈创编——创编元素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杨永芳,张立华,郭海霞,冯晋霞

用心点亮世界——灯的创意设计 吉县职业中学 李妍春,姚洁,潘鹏娟,薛晓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