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成教学函〔2016〕6号 

 
关于公布第十二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省级复赛结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职成教科（处）：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等七部门《关于转发〈教育部等七部门关

于进一步开展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 促进活动育人

的意见〉的通知》（川教函〔2015〕658 号）文件精神，受四川省

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组委会委托，四川省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学会于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 月开展了 2015 年第十二

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省级复赛活动。经复赛评审组评

审、复核，共评选出 10个赛项的一等奖作品 263个，二等奖 271

个，三等奖 351个，复赛组织奖 13 名，优秀指导教师 274名，现

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希望各地、各校认真总结本次参赛经验，并结合实际情况，

通过多种形式对获奖学生、教师和相关单位予以宣传表彰。要进

一步以“文明风采”竞赛活动为契机，激励学生抒发对祖国、对

家乡、对家庭的热爱，表达当代中职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四川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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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争做文明人的决心。同时，要进一步推动区域内中等职

业学校深入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德育实践活动，努力营造

良好的文化育人、实践育人、活动育人环境和氛围。 

请各获奖单位和学校 6 月 1 日至 6 月 20 日到学会秘书处领取

证书。 

联系人：冉望           联系电话：028-86112312 

地  址：成都市陕西街 26 号（省教育厅 9 幢 4 楼） 

附件：1.四川省第十二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省

级复赛活动获奖名单 

2.四川省第十二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省

级复赛活动优秀组织奖名单 

3.四川省第十二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省 

级复赛活动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四川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 

2016 年 4 月 21 日 

     
抄送：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文

明办、共青团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妇联、四川省关工委、
四川省中华职业教育社 

四川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秘书处   2016 年 4 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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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第十二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省级复赛活动获奖名单 

 

赛项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复赛 
获奖情
况 

 
 

征文演
讲类（牢
记历史，
爱我中
华） 
 

历史的风 罗杨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王若琳 一等奖 

牢记历史，爱我中华 周扬斌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黄敏、任皓 一等奖 

心系祖国，梦圆中华 杨云海 四川省张澜职业技术学校 孙丹、康琴琴 一等奖 

同心赴国难，热血铸忠魂  彭政钧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任皓、黄敏 一等奖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谢佳辛 四川省盐业学校 张雪利 一等奖 

牢记历史，勇担责任，开创未来 罗丹邑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陈旭光 一等奖 

牢记历史，爱我中华 罗欣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陈旭光 一等奖 

敬畏历史，爱我中华 李珺谣 四川省双流县华阳职业高级中学 潘元齐、申磊 一等奖 

坚守这片土地 陈莉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罗艳容、尧 兵 一等奖 

精神不死，国魂永存 贾佳惠 四川省双流县华阳职业高级中学 潘元齐、申磊 一等奖 

爱我中华 游雪 四川省盐业学校 张雪利 一等奖 

铭记历史，振兴中华 杜建梅 四川省张澜职业技术学校 孙丹、左俊 一等奖 

铭记历史，爱我中华 卢小艺 自贡三星职业技术学校 庞缨 一等奖 

牢记历史，爱我中华 毕钰琳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李萍 一等奖 

勿忘国耻 王宇洁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杨建祥 一等奖 

征文演
讲类（成
长中的
感动） 

用青春铸就师魂 宋绍雨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冯光全、吴弟平 一等奖 

胸怀感恩，放飞梦想 陈林森 四川省安岳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李洪雨、刘光凤 一等奖 

追逐梦想，感念师恩 吕彩莲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陈蓉、戚源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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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演
讲类（成
长中的
感动） 

大山的孩子 毛拉哈 四川省德阳市黄许职业中专学校 陈天润、罗刚承 一等奖 

感动伴我成长 廖韩菲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苟亚兰、杨建祥 一等奖 

成长的感动 高一昭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苟亚兰 一等奖 

情似格桑花·青春寄康巴 则玛拉措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易运梅 一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 邓雅雯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张珍菊 一等奖 

核桃树下的外婆 谢园园 四川省射洪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黄立慧、范正 一等奖 

在感动中成长 周欣欣 四川省渠县职业中专学校 张峡、汪芸竹 一等奖 

青春伴我成长，自律成就梦想 郭庆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张梅梅 一等奖 

感动的人生真美丽 古佩玲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陈建蓉、王晓燕 一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 杨崇林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吴艳 一等奖 

叶落，根在 赵翎希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张慧祥 一等奖 

自由行走的花 拉初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徐小晴、易娜 一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 张以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钟声 一等奖 

职业生
涯规划
类（职业
生涯设
计） 

让梦想在青春的脚下发芽 程新茹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张珍菊 一等奖 

飞向未来 马心怡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 张梅生、贺长春 一等奖 

有梦想，就有未来 张雨柔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翁羽 一等奖 

把握青春  绽放年华 方爱平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 何时、唐兵 一等奖 

与梦想同行 马山峰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冷蓉 一等奖 

放飞梦想 廖佳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刘国丽、潘伟 一等奖 

我的绿色通信梦 宋国尧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翁羽 一等奖 

第一步 施小倩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韦明、聂云祥 一等奖 

起跑追梦 冯瑶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黄雨虹、徐晶晶 一等奖 

职业生涯规划设计书 方圆媛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陈蓉 一等奖 

职业生涯规划设计书 范旭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陈蓉 一等奖 

见证精彩，见证未来 李凤英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 徐蓓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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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
涯规划
类（职业
生涯设
计） 

第一步 侯宁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韦明、刘娟 一等奖 

铸就成功人生 周馨玥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 张向前 一等奖 

阳光下的梦想 江科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 雷旭 一等奖 

我的未来我的梦 赵莺莅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 徐蓓 一等奖 

绿毛虫的梦想 付倩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 黄杰  一等奖 

我的未来我做主 罗江 四川省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廖晓丽 一等奖 

书写人生 雷蕾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熊莉、李琼 一等奖 

职业生涯规划设计书 林彩依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陈蓉 一等奖 

托起明天 蒋梅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黄雨虹、王薇 一等奖 

职业生涯规划设计书 韩孝红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陈蓉 一等奖 

点亮人生 筑梦未来 张鑫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师英、谭玲 一等奖 

为梦想扬帆起航 喻丹娜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邱琳兰 一等奖 

我的梦想我的路 王一欢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吴玉 一等奖 

职业生涯规划书 张孝益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税光发、廖文化 一等奖 

做一名优秀的平面设计师 卢钰山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税光发、廖文化 一等奖 

把困难当成一种机遇 秦吉荣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刘国丽、麦发英 一等奖 

谋万事以行 简程君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谭玲、王泽容 一等奖 

理想做伴 ，放梦飞翔 赵盈 四川省射洪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李林东、牟行兰 一等奖 

我的梦从这里起航 李帆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吴玉 一等奖 

让梦想起航 杨静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刘国丽 一等奖 

让理想扬帆起航 唐万伟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谭玲、王泽容 一等奖 

走进人生的春天 万盛兰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杨莉 一等奖 

追梦人 张玉琳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宋丹琪 一等奖 

迎着朝阳奔跑 张凯林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宋丹琪 一等奖 

美好人生 黄艳林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刘国丽、章凤群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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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
涯规划
类（职业
生涯设
计） 

我的未来我做主 廖大安 四川省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郭远芬、邹天才 一等奖 

我的未来不是梦 梁美佳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王旭丽 一等奖 

开拓“生态农业+现代公司”的职业发展
之路 

张琨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 阳林 一等奖 

那些年，我们心中不灭的星光 李昌想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聂丹 一等奖 

梦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 赵仕林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刘娟、高宗伟 一等奖 

化蛹成蝶 于芳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凤龙 一等奖 

茶逸人生 周艺霖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吴玉 一等奖 

职业生涯规划书 黄宇柔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税光发、廖文化 一等奖 

职业生涯规划书 李小娇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税光发、廖文化 一等奖 

让青春在实践中飞翔 唐  苗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谢艳 一等奖 

用脚步记录青春—我的高级技师梦 杨国富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何敏 一等奖 

职业生
涯规划
类（创业
计划） 

E.S户外运动项目策划书 童芝鑫、何丰耘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许铮铮 一等奖 

外星人计划 金梦霞、刘菲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何流、徐晶晶 一等奖 

邑岭人人饮吧 徐吉 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何抒 一等奖 

职业生
涯规划
类（创新
设计） 

汽车助力液加注枪创新作品 陈界兵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张惠萍、罗思艳 一等奖 

分立元件 OTL 功率放大器 张红琼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郑在富 一等奖 

汽车灯光闪烁与明暗电路控制模块 杨宽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周旭 一等奖 

振荡、脉冲波形变换电路学习模块 张伟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杨唯 一等奖 

航空发动机 3D打印模型 彭政均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韦林、何涛 一等奖 

摄影类 

功 彭茜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程杰 一等奖 

格桑花的梦想 何攀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林立 一等奖 

红红火火 姜楠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程杰 一等奖 

活在当下 石雅璐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罗小梅、何燕 一等奖 

欢天喜地 马琳洁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公成、何瑜 一等奖 

渴望 罗钉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李静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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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类 

励志绘画 朱嘉豪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王玉梅 一等奖 

专注 黄燕 四川省苍溪县职业高级中学 马洪凯 一等奖 

陶技 周潇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程杰 一等奖 

又到一年丰收时 陈雪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潘琪玲、魏玲 一等奖 

观战 何柳霖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林立 一等奖 

针尖上的艺术 江佳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林立 一等奖 

酿酒 薛文静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柏世元、刘华英 一等奖 

聆听 土多巴绒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李静 一等奖 

缝入岁月的沧桑 李佳蔚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先帷帷 一等奖 

皱纹是岁月的沧桑 李佳蔚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先帷帷 一等奖 

长单善舞 雷倩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柯永成 一等奖 

预备 李岚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柯永成 一等奖 

专注 雷倩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柯永成 一等奖 

老人与牛 马琳洁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公成、何瑜 一等奖 

诵读 罗钉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李静 一等奖 

曙光 巴松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周毅、吴婷婷 一等奖 

共同进步 泽格玛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周毅、刘应虹 一等奖 

牧歌 冯利华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程杰 一等奖 

无言的爱 蒲霜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魏刚华 一等奖 

画与他 岳灯拉姆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李静 一等奖 

阿婆的每一天 文佳雪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王玉梅 一等奖 

快乐的补鞋工 文佳雪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王玉梅 一等奖 

阳光 小镇 老人 黄安琪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刘畹南 一等奖 

精雕细剪 雷倩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柯永成 一等奖 

劳作归来 马琳洁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公成、何瑜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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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类 

静 罗钉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李静 一等奖 

半幅唐卡 士多巴绒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李静 一等奖 

画中画 王震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侯勇 一等奖 

脸面 季杨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朱凤钢 一等奖 

求知者 张馨艺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苏军 一等奖 

分毫不差 植威龙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张桂萍、胡潇月 一等奖 

美的画师 马琳洁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公成、何瑜 一等奖 

一针一线 罗林驰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王玉梅 一等奖 

雾霾里的亮色 范鑫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柏世元、刘华英 一等奖 

最美的瞬间 范佳琪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肖敏 一等奖 

励 周浩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郑政 一等奖 

环境美，心灵更美 罗宇露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朱德义、何燕 一等奖 

青春 李颖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景凯、刘莉 一等奖 

学而敏思 蒋骏华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涂万江、张珍菊 一等奖 

多彩生活 权光明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黄尹翔 一等奖 

画眉深浅入时无  周彩林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柯永成 一等奖 

临阵不乱 陈杜鹃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柯永成 一等奖 

测量课上 洪峰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柏世元、刘华英 一等奖 

温暖相逢 蒲廷姵欣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先帷帷 一等奖 

学习美 郭宇航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蒋小梅、刘莉 一等奖 

认真的女孩最美丽 贺潇漫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刘莉、何燕 一等奖 

焊花 周圆梦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袁露 一等奖 

功到渠成 李强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柯永成 一等奖 

高铁建设者 范鑫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柏世元、刘华英 一等奖 

铜锅制作 马琳洁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公成、何瑜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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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类 习俗•舞龙 马琳洁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公成、何瑜 一等奖 

微视频
类 

梦，启航 朱玉婷 四川省安岳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吕俊君、朱玉婷、黄
家普、廖庭婷、张显

龙、王 玲 
一等奖 

我们一起成长 侯佳丽 四川省什邡市职业中专学校 
李素红、曹晖、田慧、
林峰、刘蕾、曾路漫 

一等奖 

蜕变 陶安慧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学校 罗振国 、钟雨熹 一等奖 

早安燎原 刘钇麟、杨龙、徐金达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陈娟、苏军、陈培锋、

舒忠勤 
一等奖 

小绿人 
徐培林 、 吴鹏诚、李
佳霖 、周兴、卢啸虎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孙维宜 一等奖 

永远不要停止梦想 张雨柔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向琼 一等奖 

校园情
景剧类 

蚂蚁丁丁 
蹇婷、许娟、向经、刘
军兰、马旭、刘祥丽、

龚翠、李世田 
四川省南充师范学校 唐民、于静、胡腾月 一等奖 

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 
江慧敏、胡云霄、杨旗、
李玉龙、田世睿、王志

雄、楚志浩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李成凤、张莹银、刘
家军、章秋菊、马晓

丽 
一等奖 

法与情 
刘茜 、何以 、夏庆 、

严威、陈露 
古蔺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肖萧、尹鹏林、佘美
红、 明杰波 

一等奖 

才艺展
示类（舞
台作品） 

 
 
 

小兔子乖乖 
刘云、董思琦、曾宛秋、
薛晶莹、邓凌玲、邹青
青、孙梦珊、刘子琪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刘晓娟、杨珊、刘宛
鹭、王宗维、何瑜 

申小聪 
一等奖 

傲雪 富顺职业技术学校 富顺职业技术学校 李雪梅、汤虹 一等奖 

阿嬷 黎人组合 四川省汉源县职业高级中学 赵崇毅、候方敏 一等奖 

川茶飘香 
张义久、诸葛隽奕、杨

沁等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李亚西、袁森 一等奖 

花儿 
张美琪、曾宛秋、何维
娜、宋彦如、陈小倩、
谢佩、江琪琪、肖宇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刘晓娟、刘宛鹭、杨
珊、王宗维、毛顺凤、

何瑜 
一等奖 

我生长的地方 
陈小倩、张瑾、张琪、
钱雨、胡雨佳、杨韵琳、

刘小萌、李丹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刘晓娟、刘婉鹭、杨
珊、毛顺风、王宗维

何瑜 
一等奖 

蓉城俏妞 绚舞舞蹈社团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张婷、张丽雪、陈婷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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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鹊喳喳喳 叶书文、付欢 四川省蓬溪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芳、卢洪琼、张腾、
徐菡 、李聆、 李蕤

利 
一等奖 

妞阿扭 乐山市计算机学校 乐山市计算机学校 梁秋萍、蒋丹 一等奖 

请抬起你的头 
李世田、刘祥丽、何贤、
姚万梅、龚翠、宴佩 

四川省南充师范学校 唐民、于静、杨慧 一等奖 

水韵 欧雷丽、范玥等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陈诗雨 一等奖 

雪域骄子 
曾宛秋、宋彦如、杨茜、
肖宇、江琪琪、钱雨、

李丹、徐璐璐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刘晓娟、刘婉鹭、王
宗维、杨珊、何瑜、

申小聪 
一等奖 

祖国你好 打靶归来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

学校学生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徐蕾雅、文敏、邹瑾、
李丹、刘建梅、郭辉 

一等奖 

合唱《敞开你的心》《成都的桥》 飞扬女子合唱团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张剑、刘迁 一等奖 

花舞人间 王丹等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田敏杰 一等奖 

我心飞翔 唐瑜婧等 四川省双流县华阳职业高级中学 杨欣 一等奖 

无名花 胡欢 德阳安装技师学院 张晓燕 一等奖 

祝福祖国 
雷丽、邓昊曦、李悦竹、
曾梓涵、司钰、车文静、

唐映雪、龙宇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杨珊、毛顺风、刘婉
鹭、刘晓娟、王宗维、

申小聪 
一等奖 

锦鲤抄 袁婷娴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陈蓉 一等奖 

茉莉花开 曾思敏、李静等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闵梅 一等奖 

舞动青春 沈莘羽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刘建梅、代小林 周
梅、袁媛、陈欢、邹

瑾 
一等奖 

拉丁独舞 胥浩宇、周兴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肖敏 一等奖 

Cinema 吴宇飞 德阳安装技师学院 张晓燕 一等奖 

Uptown funk 吴宇飞 德阳安装技师学院 张晓燕 一等奖 

红旗颂 
郑伟、钟雪洁、肖吉春

等 
四川省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郑春莲 、倪翔 、赵
亚利 

一等奖 

蝴蝶的翅膀 旦毕尼玛 四川省盐业学校 谢兴 一等奖 

 辣之烹 
彭双宁、邓梦恩、丁语
涵、钟敏、阙晓琳、钟
函生、祝智一、杨宇朝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 李倩倩、姚凯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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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展
示类（舞
台作品） 

麦田童话 林利发，杨蕊绮等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蒋庆 一等奖 

面具 柯明贤 四川省通江县至诚职业中学 马志强 一等奖 

茉莉花 周晓庆 四川省宜宾县柳加职业中学 
陈秀红、彭英、唐尚
超、代泽海、周小惠 

一等奖 

天空之城 
汉源县职业中学团委合

唱团 
四川省汉源县职业高级中学 赵崇毅、候方敏 一等奖 

幼儿故事讲述《小猫和老虎》 唐巧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黄霖容 一等奖 

战台风 吴珊励 自贡市职业培训学院 周鹏程 一等奖 

中华茶艺——春之韵 周丹丹 四川省张澜职业技术学校 
梁唯、李双、明芳宇、
刘攀成、任静、贺丽

丽 
一等奖 

GoodBoy 胡晨晨等 四川省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李燕江、张清 一等奖 

鼓韵 木兰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

技术学校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周小研、曾祥平、陈
嫱、廖知昳、李成凤 

一等奖 

羌铃声声 姜艺璐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陈莉、李晓慧 一等奖 

蓉城井巷 罗洁、赵碧莲、钱雨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何瑜、李公成、张丁

明 
一等奖 

秧歌美 14级幼师 1班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王小艳 一等奖 

时间都去哪儿了 
甘敏、肖雨婷、许倩、
唐茜、江静、王英、将

国超、林树萍 
四川省宜宾县柳加职业中学 

陈秀红、彭英、唐尚
超、袁玲、周小惠 

一等奖 

桔梗谣 
钟怡、杨永芳、杨茜、
刘婷、肖宇、伍晓玉、

米婷、许佳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果、何瑜 一等奖 

鸿雁 刘子琪等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何瑜、李公成、张丁

明 
一等奖 

求职路上 张雅洁等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果、王宗维、何瑜 一等奖 

为健康加油 胡真等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果、王宗维、何瑜 一等奖 

孝师源 张倩茹等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刘晓娟、吴弟平、田
富林、任应清、杨珊、

刘婉鹭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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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展
示类（舞
台作品） 

甄嬛后传 朱晓林等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高施广、何瑜 一等奖 

在公交车上 
李海艳、高苑、张星、

刘倩、张碧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王朝江、何瑜 一等奖 

篆刻我的名字 2017届汽修 3班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冯颖 一等奖 

书法：郭沫若《西江月》咏绵竹年画（篆
书） 

汪茹燕 四川省绵竹市职业中专学校 卢君 一等奖 

隶书条幅 杨钟林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冯颖 一等奖 

唐诗六首 张中琴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游涛 一等奖 

隶书条幅 詹璐宇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冯颖 一等奖 

才艺展
示类（非
舞台作
品） 

书法《“束身.种德”隶书对联》 代雨星 四川省绵竹市职业中专学校 卢君 一等奖 

古诗三首 朱竣峰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游涛 一等奖 

隶书条幅 罗潇林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冯颖 一等奖 

清明上河图 周文灿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张玲 一等奖 

当归 张彩芹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张玲 一等奖 

年年有鱼 杨英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张玲 一等奖 

水中倒影依稀明 杨英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张玲 一等奖 

百鸟朝凤系列 叶润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张玲 一等奖 

唐东杰布 汤则 阿坝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龙措吉 一等奖 

绵竹年画《福寿无极》 杨露 四川省绵竹市职业中专学校 卢君 一等奖 

剪刻八猴争春 
颜春梅、柯贤琦、 
徐龚美、简冬梅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刘子涵 一等奖 

家乡的田野 李芳芳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尚景 一等奖 

心灵国度 唐志强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高朝琴、益西桑召 一等奖 

我在天府广场的自拍 杜金玉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王玉梅 一等奖 

军民鱼水情 扎西让布、纳尔布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益西桑召、高朝琴 一等奖 

古镇月色 曾玲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范义军 一等奖 

豌豆开花胡豆老 姚春燕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尚景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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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展
示类（非
舞台作
品） 

清晨 范慧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郑小平 一等奖 

胜利女神 郑  妍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沈莉莉 一等奖 

乡野小景 付景雪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尚景 一等奖 

老磨 李婷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肖敏 一等奖 

小桥人家 伍家浩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黄家元、黄忠才 一等奖 

绵竹年画《回娘家》 杨竹 四川省绵竹市职业中专学校 卢君 一等奖 

我的成长我做主 周莎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王玉梅 一等奖 

和谐共处 韩采熹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先帷帷、王华 一等奖 

愿 张敏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张袆娴 一等奖 

翘脚之爱 廖艳莉 乐山市计算机学校 李婷 一等奖 

雾之霾 刘雨 乐山市计算机学校 李婷 一等奖 

长庆图 罗钉、士多巴绒、登真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益西桑召、李静 一等奖 

藏羌文化 肖凡漂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肖敏 一等奖 

阳光男孩 陶璐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范义军 一等奖 

黑白 陈理甲 四川省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 阿珍 一等奖 

屋群 张奥奥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 张露瑶 一等奖 

花篮 帅汶汐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陈茵、何瑜 一等奖 

秋日奢华 何虹瑾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尚景 一等奖 

金刚手菩萨 桑迫落日 四川省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 阿珍 一等奖 

国色天香 陈莹竹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李燕 一等奖 

蓝色的梦 叶明珠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刘华英 一等奖 

《陋室铭》 肖沛芸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陈茵、何瑜 一等奖 

水木风华 王亚兰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尚景 一等奖 

瓶花 晏珍慧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范义军 一等奖 

启示 庄瑞雪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肖洪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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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展
示类（非
舞台作
品） 

剪刻猴王降妖（《西游记》系列一） 高媛媛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刘子涵 一等奖 

门外的遐想 龚胜军 四川省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徐小滨 一等奖 

羽 郑妍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沈莉莉 一等奖 

剪刻哪吒评理（《西游记》系列四） 叶云贵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张晓华 一等奖 

春城 郑佳莲 乐山市计算机学校 李婷 一等奖 

劝学 赵清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舒家琴 一等奖 

剪刻西行探路（《西游记》系列三） 欧阳文静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穆华芝 一等奖 

释迦摩尼 塔木确 四川省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 阿珍 一等奖 

余晖 刘倩芸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汤晓燕 一等奖 

晨曲 王慧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郭京雁 一等奖 

黑白装饰画十二生肖图《猴》 徐龚梅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刘子涵 一等奖 

山间四月春已迟 邓远雨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尚景 一等奖 

喜鹊 王琪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何诗雨 一等奖 

秋色 蒲廷姵欣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先帷帷 一等奖 

风雨中行走 郑燕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范义军 一等奖 

乡情 李胜男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蓝景 一等奖 

征文演
讲类（牢
记历史，
爱我中
华） 

回望历史，驻足脚下 武镁煊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李成凤 二等奖 

牢记历史 爱我中华 陈思霖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唐华 二等奖 

牢记历史，爱我中华 李毕园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周蝶、王冠英 二等奖 

明鉴史辙，行民族复兴之路 刘博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罗艳 二等奖 

铭记历史  爱我中华 杨小红  四川省射洪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杨瑛、王小艳 二等奖 

牢记历史，珍爱生活 何王建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李成凤 二等奖 

铭记历史，振兴中华 郭俊 成都铁路工程学校 张朝光 二等奖 

祖国，我爱我歌唱 晏明禧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姚存菊、兰正英 二等奖 

勿忘国耻 奋发图强 任枫娇 四川省贸易学校 高洁、童玲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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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演
讲类（牢
记历史，
爱我中
华） 

牢记中华魂，扬我中国威 刘荣婷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李佳、王晓燕 二等奖 

牢记历史，爱我中华 唐雨婷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柏兰、杜海云 二等奖 

魂佑疆土，青春坚守 杨荣露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罗艳容、尧 兵 二等奖 

牢记历史，让精神鸦片远离你我 何晓 四川省巴中市职业中学 侯永娟、张继书 二等奖 

牢记历史，爱我中华 李瑞苒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苟亚兰、杨建祥 二等奖 

我的祖国 谭焙耀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赵军 二等奖 

铭记历史，以铸辉煌 刘林岐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罗艳容、尧兵 二等奖 

从那天起，做中国的脊梁 晋瑶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刘超月 二等奖 

铭记历史，振兴中华 宋维浪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陈建蓉、王晓燕 二等奖 

征文演
讲类（成
长中的
感动） 

这年，我想说的心里话 曾静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刘国丽、曾茂春 二等奖 

成长路上的感动 李小燕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傅世忠 二等奖 

感动伴我成长 吴凌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钟声 二等奖 

对 视 李青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罗艳容、梅玫 二等奖 

成长的路上有你同行 曲措 四川省射洪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王小艳、杨瑛 二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 游智才 四川省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余清 二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 张蓝丹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徐贤秀、黄莉珍 二等奖 

赋予我生命的那份感动 刘宇 四川省信息通信学校 张泽华、丁丽 二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 刘艺 四川托普计算机职业学校 李雪梅 二等奖 

感动伴正能量起航 方爱平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 方艳 二等奖 

感动伴我成长 付婷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钟声 二等奖 

感动母爱 温红丽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唐莎 二等奖 

父亲 舒诗雅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徐蕾雅、陈越 二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 石纹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周蝶、王冠英 二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 何俊雯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叶小燕、陆路 二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 白晓倩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管文君、何家芬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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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演
讲类（成
长中的
感动） 

成长中的感动 党家森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肖晓琴、李丽 二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 李雪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徐贤秀、黄丽珍 二等奖 

职业生
涯规划
类（职业
生涯设
计） 

体验人生“真”、“善”、“美—我的梦：
涉外导游 

许惠凌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江永梅 二等奖 

人生规划 徐程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 邱新越 二等奖 

园我教师梦 李馨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龚惠容 二等奖 

找到锁梦的钥匙 江滨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师英 、谭玲 二等奖 

路一直都在 游鑫焱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赵晓珊 二等奖 

青春梦想之旅 杨雪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吴玉 二等奖 

教师职业生涯设计 熊熙洋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唐奎玉 二等奖 

放飞梦想，展望未来 李晓岚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龚惠容 二等奖 

我的青春我做主 方文鑫 四川省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叶家强 二等奖 

勇气打开机会们，汗水浇开理想花 伍洁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刘业俭 二等奖 

职业生涯规划——放飞我的梦 李可欣 四川省泸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郭靖 二等奖 

为成功之路奠基 简茂林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聂丹 二等奖 

我的青春我做主 曾宇婷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邱琳兰 二等奖 

为未来插上腾飞的翅膀 赵  钰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高倩 二等奖 

心有梦在，花开不败 邬诗意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刘佳 二等奖 

我的人生不是梦 胡珂辰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吴玉 二等奖 

做一名优秀的电子商务市场推广员 廖明燕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税光发、廖文化 二等奖 

我的未来我做主 蒲礼文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肖洪 二等奖 

未来蓄势待发 丁朝莉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朱德义、邓敏 二等奖 

审视现在，规划未来 叶丹单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 张向前 二等奖 

文明风采职业生涯规划设计 刘恒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郭丽 二等奖 

立足现在 铸就未来 张小丽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熊莉、郑荣秀 二等奖 

16 
 



职业生
涯规划
类（职业
生涯设
计） 

我的幼师梦 杨蕊绮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黄雨虹、蒋庆 二等奖 

我的梦，中国梦 伍莹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杨莉 二等奖 

我的职业生涯规划书——花开  蜕变 肖美霞 四川省双流县华阳职业高级中学 王琴 二等奖 

我的未来不是梦 杨文昊 四川托普计算机职业学校 司宇齐 二等奖 

梦着彼岸，扬帆起航 扶艳梅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谭玲 二等奖 

点燃梦想的激情 杨光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刘娟   、高宗伟 二等奖 

成功，从职业规划启航！ 杨小红 四川省射洪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杨瑛、王小艳 二等奖 

我的中国梦----成为一名药剂师 敬琦琦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陈  杰 二等奖 

心之所愿  无所不成 韩雨洁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韩学敏 二等奖 

职业生涯规划书 刘晓杨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税光发、廖文化 二等奖 

职业生涯规划书 周恩吉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税光发、廖文化 二等奖 

明天，我将做一名幸福的职场人 刘凯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陈嫱 二等奖 

职业规划，梦想起航 唐小渲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陈杰 二等奖 

我的未来我做主 何丹钰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满芳霖 二等奖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的幼儿教师梦 何春雨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吴  玉 二等奖 

我的未来不是梦 向雪冰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谢  艳 二等奖 

扬起职业的风帆——汽车美容装饰师养
成计划书 

申  阳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蓝  玉 二等奖 

前进。转向 徐杰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凤龙 二等奖 

我的职业生涯规划——漫步人生路 张美怡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 邓志伟 二等奖 

飞向远方的路 张柳琪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 曾晓芳 二等奖 

创造一片蓝天  让我自由飞翔 刘皙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何小龙 二等奖 

挥动青春，放飞梦想 银小英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龚惠容 二等奖 

我的未来我做主 康询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龚惠容 二等奖 

展开双翅 遨游未来 冉茂王怡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黄金秀 二等奖 

幼师之路 从现在起程 高建华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黄金秀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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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
涯规划
类（职业
生涯设
计） 

我的未来我做主 李文婧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郭丽 二等奖 

我的未来，我决定 陈兴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郭丽 二等奖 

播种梦想，收获幸福 贺庆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刘业俭 二等奖 

我的未来我做主 陈博 古蔺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叶小风 二等奖 

走进童心，与学前儿童一起成长 杨霏 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欧建军 二等奖 

拼搏，让我们在机械行业成为生力军 代藩 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欧建军 二等奖 

职业生涯规划 谭昊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翁 羽 二等奖 

追逐风筝的女孩 郭玲玲 四川省双流县华阳职业高级中学 胡宇涛 二等奖 

职业生
涯规划
类（创新
设计） 

微型四轴无人机 刘广洲、詹璐宇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彭真火 二等奖 

璞 徐兴丽、王攀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邹媛媛 二等奖 

童心 王维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邹媛媛 二等奖 

家园 李思雨、罗玉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向秋萍 二等奖 

蜕变 李静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邹媛媛 二等奖 

脸谱 李旭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周瑶凡 二等奖 

摄影类 

手套 毕钰琳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侯勇 二等奖 

切削 龙勇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刘福永 二等奖 

卖麻糖 周莉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杨小琼、涂万江 二等奖 

出师 左小雨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袁露 二等奖 

手拾敬叶 汪小琼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苏军 二等奖 

检视 王倩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柯永成 二等奖 

梦 朱晓倩 四川省南充师范学校 李明静 二等奖 

筑梦 杨合林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游涛、文巧琳 二等奖 

学古琴 范鑫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柏世元、刘华英 二等奖 

礼仪课 泽绒邓珠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刘春秋、陈友裕 二等奖 

秋天的欢乐 代江萍 四川省贸易学校 刘鲁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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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类 

电子专业学习 张天春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刘福永 二等奖 

衔筷站姿 陈荣华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刘福永 二等奖 

投入 李凯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张静 二等奖 

纠正 刘冬梅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何雪冬 二等奖 

热血跆拳道社 钟世杰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王雪娇 二等奖 

未来建造师 王希亚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罗威 二等奖 

食堂的早晨 张秋月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柯永成 二等奖 

花式洗手法（第 3步洗指缝） 王远君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邹亮、徐小晴 二等奖 

桃花潭水 黄瑞萍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胡潇月、张桂萍 二等奖 

背影 马琳洁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公成、何瑜 二等奖 

成就感 蒋路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 向中坤 二等奖 

小商贩 涂洪锐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杨斌 二等奖 

孤独身影 严昕然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王玉梅 二等奖 

她迎着光  胡娴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先帷帷 二等奖 

机械车工学习 黄欣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刘福永 二等奖 

国旗下的我们 郑鹏程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刘福永 二等奖 

“小辣椒”在行动 刘博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程杰 二等奖 

苦练技能 刘俊杉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张莹 二等奖 

我们爱读书 刘志薇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李红 二等奖 

扑救 马楚超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魏正富 二等奖 

小师傅 唐琳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刘银 二等奖 

遇见 20 年后的父母—感恩 龚香 四川省南充旅游职业中专校 代钒 二等奖 

吹泡泡 郑磊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杨斌 二等奖 

冬暖 周诗婷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王玉梅 二等奖 

专注的工作者 徐朵拉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肖敏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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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类 

力拼 尹培萍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张晓华 二等奖 

专业实训 杨欣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周星 二等奖 

细心的教导 东春会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龙雪梅、王国伦 二等奖 

成才 施金伟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苏军 二等奖 

乐在其中 杨利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潘琪玲、魏玲 二等奖 

翻飞 曾庆川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莫道江 二等奖 

纸盘画比赛中的女孩 韩采熹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先帷帷 二等奖 

分组学习 蒋海军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刘福永 二等奖 

雪松 龚鑫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景凯、涂万江 二等奖 

知识森林 周银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陈琳琳 二等奖 

飒爽青春 刘钰玺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潘琪玲、魏玲 二等奖 

细针密缕 黄瑞萍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胡潇月、张桂萍 二等奖 

希望 蒋路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 向中坤 二等奖 

甜蜜 唐楠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 向中坤 二等奖 

锄禾 吕丹璐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王玉梅 二等奖 

技能实训课 李淳 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洁 二等奖 

和谐共处其乐融融 葛祥伟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牛娇峰 二等奖 

餐台姑娘 范丽瑶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阳红秀 二等奖 

美的展示 谢溢彪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程杰 二等奖 

气势如虹 王锐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谢军 二等奖 

裁剪课上的我们 黄亚春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邹媛媛 二等奖 

最美劳动者 徐欢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潘琪玲、魏玲 二等奖 

彩云之南 郑毅 四川省广汉市职业中专学校 谢薇、常忠山 二等奖 

专注 蒋路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 向中坤 二等奖 

晨曦.舞 周月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林艳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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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类 

滑翔 田雪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张晓华 二等奖 

笔尖 罗洪玉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王富尧、孙维宜 二等奖 

学习测量 李淳 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洁 二等奖 

冬晨 石艳秋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张定国 二等奖 

微视频
类 

点亮生命的蒲公英 
杨莉娟、何昭怡、李珺
谣、刘蕊、陈盛楠、贾

佳惠等 
四川省双流县华阳职业高级中学 

申磊、潘元齐、夏洪
胜 

二等奖 

爱，让我成长 胡蝶、黄雨玲、李罗瑶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罗静芸、洪雪梅、周
灵、刘佳、梁晋、邓

洋洋 
二等奖 

看不见的力量 
洪峰、曾文悦、张玉琳、

范鑫、李元、薛宇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孙玉环、魏旭 二等奖 

悟 段君儒等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郭容、代勇、李玲、
王世祥、雷雨、毕艳 

二等奖 

心光 漫时光工作室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柯永成、甘平 二等奖 

班级风采 李佳（大）、李佳（小）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幸敏、潘琪玲、徐小

晴、冯长青 
二等奖 

青春小曲 
周兴、卢啸虎、梁莉波、

徐培林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孙维宜 二等奖 

舞动青春 巫智远、牟帆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巫智远、牟帆、 袁复

化、王尧 
二等奖 

青春梦飞扬 巩文等 8人 四川省商贸学校 王赟 二等奖 

我的青春时代 李参参、陈鑫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王峰、邹亮、郑勇、

冯长青 
二等奖 

校园情
景剧类 

家 
何燕、谭丹、姜小琴、
钟秀梅、罗春燕、高欢、

陈佳玲 王雪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田玲、易娟 、傅世忠、
胡梦 

二等奖 

变形记 陈莉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陈莉、李晓慧 二等奖 

听，地球的声音 
刘丽、韩颖、张霞、舒
琪、吕茂乐、詹智慧、

罗梦月 
雅安市职业高级中学 

王曦、王丽媛、姜毅、
彭雨露 

二等奖 

千万记得要锁门 刘康、郭鑫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郑灵巧、杨小琴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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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展
示类（舞
台作品） 

骤雨新荷 李青青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陈柏竹 二等奖 

盛世江阳 张雨佳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车洁、周梅、姜蕊、
代小林、袁媛 李雪 

二等奖 

西海欢哥 德吉卓玛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郑灵巧 二等奖 

八女投江 
邱周怡、徐毕鑫、周珊
洁、陈霭玲、田丽、曾
玉婷、张梓颖、谢洪萍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 胡江、邹燕 二等奖 

傣家小妹 袁玉玲、陈倩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刘慧、唐慧筠 二等奖 

激情红绸 雷 鑫 四川省安岳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吴雪霏、杨云、黄磊 二等奖 

讲不完的故事 何维娜、邓凌玲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刘宛鹭、 何瑜 二等奖 

桔梗谣 蒋玲、赵心茹等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汪丽、杜海云 二等奖 

快乐的诺苏 
四川省汉源县职业高级

中学 
四川省汉源县职业高级中学 赵崇毅、候方敏 二等奖 

美丽神话 刘钰川等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张敏 二等奖 

器乐合奏《但愿人长久》 
刘童、黄爱玲、黄文娇、
陈悦、胡利莎、李杨杨、

刘悦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果、何瑜 二等奖 

青春踢踏 周成军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德清翁母 二等奖 

师魂颂歌 
宋绍雨、董珠妹、陈程、
李伟、李悦竹、周文清、

罗宗元、李嘉威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冯光全、吴弟平、田
富林、何瑜、申小聪 

二等奖 

西域情韵  姚丽华、姚琴等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刘羽馨  二等奖 

心声 刘星妤等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王茜 二等奖 

韵 张兰兰等 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豪学 二等奖 

新家园 四川省信息通信学校 四川省信息通信学校 王萍 、李举国 二等奖 

春天的芭蕾 15级护理14班全体同学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舞台表演） 舒家琴 二等奖 

快乐美少女 韩依云等 四川省荥经县职业高级中学 谭雪梅、王科 二等奖 

百花争艳 14级口腔 2班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杨亚丽 二等奖 

汉风雅韵 广汉职中 四川省广汉市职业中专学校 郑毅、林芳、付文秀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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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展
示类（舞
台作品） 

人人尽展其才，职校文明风采 郭萍、刘曼、王霞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小丑 13级护理 13班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罗小梅 二等奖 

悦动青春 李莹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杨婵 二等奖 

扎西德勒 冉芮、王媛、陈海霞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涂凤、李云松 二等奖 

织之织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舞蹈

队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潘霞 二等奖 

缤纷校园 四川省信息通信学校 四川省信息通信学校 任霞、李举国 二等奖 

青青竹儿 李毕园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代小林、袁媛、周蝶、
王冠英、叶小燕、周

梅 
二等奖 

少年中华 岳艳芳等 四川省剑阁职业高级中学校 卢莹莹 二等奖 

舞动青春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SHADOW TEAM啦啦操队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杨琴 二等奖 

职业赞美诗 杨燕萍 四川省苍溪县职业高级中学 王爱 二等奖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高一昭、廖韩菲、李瑞

冉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苟亚兰 二等奖 

安安送米（下） 
刘洋洋、陈爱玲、林霞、
周欢、叶少奇、刘倩、

李洋、宋亚欣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王朝江 
何瑜 

二等奖 

给青春理一个短头发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合唱

队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罗俊琳、李红丽、张
淑娴 

二等奖 

呐喊青春 2013级护理 3班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朱德义 二等奖 

盛世欢歌 陈润、刘玉梅 四川省江安县第一职业中学校 
同泠、严习俊、刘道

平 
二等奖 

我的祖国 王浩、钟鸿雁 自贡市职业培训学院 王芳 二等奖 

安安送米（上） 
刘洋洋、陈爱玲、林霞、
周欢、叶少奇、刘倩、

李洋、宋亚欣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王朝江、何瑜 二等奖 

安安送米（中） 
刘洋洋、陈爱玲、林霞、
周欢、叶少奇、刘倩、

李洋、宋亚欣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王朝江、何瑜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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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展
示类（舞
台作品） 

舞蹈《辣妞妞》 
王琦、刘悦、唐惠英、
张宇、代梦蝶、胡利莎、

黄爱玲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果、王宗维、何瑜 二等奖 

爱我中华 
杨倩倩、肖程媛、肖越

迒、周洪峰、李帅 
四川省贸易学校 程闵、曾鸿浩 李永秀 二等奖 

飞舞的红纱巾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

中学校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庞静、赵燕 二等奖 

舞蹈基本功展示 赵碧莲、罗洁、刘晓檬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何瑜、李公成、张丁

明 
二等奖 

才艺展
示类（非
舞台作
品） 

翠鸟标本静物 龚雪梅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周凯 二等奖 

老街 邓瑜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周凯 二等奖 

青春 王锦宏 四川省贸易学校 邢涛 二等奖 

清风 冷佳怡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张万权 二等奖 

我心中的长城 王心悦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何诗雨 二等奖 

纷繁的向日葵 周玲玲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周凯 二等奖 

小桥流水人家 刘谨汝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蓝景 二等奖 

厨房一角 鄢燕丽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周凯 二等奖 

穿蓝色衣服的人们 张建瑜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周凯 二等奖 

中国蓝中国梦 刘聪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尚景 二等奖 

繁花似锦 谢妃青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先帷帷 二等奖 

消逝的院落 贾镇齐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尚景 二等奖 

悟 王  娟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代小林、周梅 二等奖 

竹韵 蒋  慧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代小林、周梅 二等奖 

峥嵘中华 童全兴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刘建梅、姚存菊 二等奖 

黑白龙 陈理甲 四川省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 阿珍 二等奖 

余晖  朱海燕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尚景 二等奖 

漫夏 沈希玉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陈茵、何瑜 二等奖 

漫路 叶贞钰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陈茵、何瑜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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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展
示类（非
舞台作
品） 

花艳香清 丁袁佳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张万权 二等奖 

惠风和畅 邓安鑫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夏洋 二等奖 

古词四首 代卓林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游涛、潘秀刚 二等奖 

志存高远 周雄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职业技术学校 向晓雄 二等奖 

德艺双馨 唐甜甜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高成 二等奖 

年迈的老人 霍思羽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 张露瑶 二等奖 

希望之花 张晓琴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 杨奇 二等奖 

爷爷 洛绒拉姆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 杨奇 二等奖 

果香 唐婉贤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吴海波、许睿 二等奖 

一山一船一水 杨雨璇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肖敏 二等奖 

悄悄话 李娅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张祎娴 二等奖 

向日葵 廖艳玲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龚雪娟 二等奖 

猛虎下山 何林玉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赵铭 二等奖 

两虎并驱 何林玉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赵铭 二等奖 

黄昏 裴雪霜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林艳 二等奖 

清趣 周雄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职业技术学校 向晓雄 二等奖 

国粹系列 1 苏文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张玲 二等奖 

国粹系列 2 苏文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张玲 二等奖 

待嫁 张彩芹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张玲 二等奖 

阳光下 黄浩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范义军 二等奖 

专注 刘颖莹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倪潇 二等奖 

水粉风景 蒲科桦 四川省电子商务学校 方辽 二等奖 

带深色罐的水粉静物 肖玲 四川省电子商务学校 廖燕 二等奖 

妩媚女人 龙心怡 雅安市职业高级中学 王丽媛 二等奖 

出水芙蓉 周梦婷 雅安市职业高级中学 杨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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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展
示类（非
舞台作
品） 

瘦金体四条屏 傅强 四川省南充师范学校 陈建东 二等奖 

圣诞快乐（盘画系类三） 柯贤琦 成都市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周庆琳 二等奖 

吊脚楼 杨梦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游涛、聂富君 二等奖 

提莫 王鸿儒 自贡职业技术学校 温寒黎、周叶浓 二等奖 

家乡的龙脑桥 金元发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周霓虹 二等奖 

荆棘阑珊 柯贤琦 成都市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周庆琳 二等奖 

佛 王佳琦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先帷帷、王华 二等奖 

征文演
讲类（牢
记历史，
爱我中
华） 

铭记历史，爱我中华 陈燕燕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张方毅、郝德全 三等奖 

铭记历史，梦圆中华 赵书敏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罗艳容、尧 兵 三等奖 

历史与今天 王海龙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张莹银 三等奖 

睡醒的雄狮 周静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张莹银 三等奖 

战火中的梅花 夏星月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唐华 三等奖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刘泽宇 四川省汉源县职业高级中学 赵崇毅、郝万强  三等奖 

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胡瀚之 四川省自贡倍乐职业技术学校 龚婷婷、陶勇 三等奖 

悠悠爱国情 李悦月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郑荣秀、熊莉 三等奖 

岁月的素笺 周乐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胥玲林 三等奖 

勿忘国耻， 爱我中华 王敏慧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 方艳 三等奖 

牢记历史，爱我中华 陆妍岑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李美军 三等奖 

今日中国，如您所愿 卢园薇 四川省汉源县职业高级中学 赵崇毅、郝万强  三等奖 

勿忘历史，爱我中华 冯琳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刘再霞、刘建梅 三等奖 

追忆历史 把握未来 朱海南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罗艳容、梅 玫 三等奖 

勿忘历史，圆梦中华 张源晶 成都铁路工程学校 郭冉 三等奖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蒋佩佳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罗艳容、尧 兵 三等奖 

国有少年初长成 郑天芳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胥玲林 三等奖 

牢记历史爱我中华 侯沁林 四川省南充旅游职业中专校 汪敏、张赟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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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演
讲类（牢
记历史，
爱我中
华） 

牢记历史，爱我中华 杨光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刘娟 三等奖 

牢记历史，爱我中华 胡雪蕾 四川省信息通信学校 任霞、丁丽 三等奖 

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梁宗均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刘彬 三等奖 

征文演
讲类（成
长中的
感动） 

成长中的感动 王晓莉 古蔺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李华平 三等奖 

感恩父母 李倩 四川省贸易学校 高洁、童玲 三等奖 

感动伴我成长 李小倩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肖晓琴、景凯 三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 徐丽丽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王良春 、罗其美 三等奖 

青春的足迹 杨雯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果、何瑜 三等奖 

不抛弃、不放弃 张世青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陈茵、何瑜 三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 余心月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黄伶俐 三等奖 

爱，很简单 卲壤稼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米肖佳 三等奖 

母亲的情话 胥钧杨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杨建祥 三等奖 

成长的感动 杨陶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廖知昳 三等奖 

您牵挂的孩子，长大啦 付豪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兰先芬、陈艳 三等奖 

香柚树 曹莉莎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兰先芬、陈艳 三等奖 

越过心灵障碍 永不停息奋斗 唐金梅 四川省剑阁职业高级中学校 魏祥前 三等奖 

成长的感动 叶明珠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廖知昳 三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 陈圆 古蔺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张照玉 三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 龙甜甜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王竞、沈莉莉 三等奖 

您的付出，我的成长 卢馨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麦发英 三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 杨欢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吴李森、杨亚丽 三等奖 

成长中的感动--孝与诚 张宏钰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曾茂春、潘伟 三等奖 

夕阳下的光芒 高雪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邓艳熙、曾秀彬 三等奖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唐雪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徐小晴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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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
涯规划
类（职业
生涯设
计） 

放飞梦想——创办自己的幼儿园 周月 四川省双流县华阳职业高级中学 罗美 三等奖 

职业规划设计书 钟心柱 四川自贡东锅技校 陈淑琴 三等奖 

我的出彩人生规划 李茜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钱铀 三等奖 

成功的路上，我一直在努力 邹金河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刘娟、高宗伟 三等奖 

我的未来我做主 徐聪 四川省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张清 三等奖 

让梦想拥有飞翔的翅膀 王宇豪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王蕾 三等奖 

毕业二三年 王潇昳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熊忖 三等奖 

我的未来我做主 张菊 四川省射洪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王雨欣、张春桃 三等奖 

我的未来我做主 何沛瑾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邢思超 三等奖 

成功，从职业规划起航 何寒梅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陈杰 三等奖 

成功从职业规划起航 漆琪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高倩 三等奖 

竭力伸手握住阳光 王子晨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吴玉 三等奖 

我要当个“孩子王” 刘璐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吴玉 三等奖 

我的未来我做主 陈苑怡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吴玉 三等奖 

在逆境中扬帆起航 王守鹏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谢艳 三等奖 

选择自己喜欢的路，奋斗自己所选的路 钱云豪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葛娅 三等奖 

做生涯的赢家 郑兴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康胜兰 三等奖 

让梦想起航 黄椿樽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胡艳 三等奖 

育苗园 袁晓玲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蔡小刚 三等奖 

扬帆 李道康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蔡小刚 三等奖 

让梦想飞翔 周敏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文丽 三等奖 

梦在前方 孙红霞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 屈晓琴 三等奖 

人生如船 梦想似帆 邹银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林德应 三等奖 

规划现在成就未来 刘镇坤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左斌 三等奖 

人生就像向日葵 万超群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 黄杰、谭伟林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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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
涯规划
类（职业
生涯设
计） 

规划未来,随梦飞翔 肖蝶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 邱新越 三等奖 

苗苗园 彭梁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龚君强 三等奖 

我的未来我做主 徐诺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龚惠容 三等奖 

我的未来不是说说而已 周慧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郭丽 三等奖 

木兰花一样的幼师人生 李亚玲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黄金秀 三等奖 

迈开脚步，踏上职业路 付丹莉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黄金秀 三等奖 

我的未来我做主 廖泽飞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叶小燕、刘融 三等奖 

职业规划设计书 宋佳 四川自贡东锅技校 刘晓帆 三等奖 

职业规划设计书 刘强 四川自贡东锅技校 刘晓帆 三等奖 

做孩子的守护天使 张琴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陈嫱 三等奖 

我的职业生涯规划 李海明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董剑 三等奖 

职业生涯规划书 兰月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税光发、廖文化 三等奖 

破茧成蝶，赢定未来 来香静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谢艳 三等奖 

我的青春，我最棒！ 艾秋湘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郭丽 三等奖 

给未来一个完美 张颖 成都铁路工程学校 陈静 三等奖 

努力看见梦想 杨睿涵 成都铁路工程学校 陈静 三等奖 

职业生涯规划 张硕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向恩扬 三等奖 

超越自我，实现梦想 李万琪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刘红霞 三等奖 

我的未来我做主 沙金美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邢思超 三等奖 

职业生涯规划 赵学莉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邱琳兰 三等奖 

我的职业生涯规划 唐云潞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董剑 三等奖 

我的规划 我的未来 艾小群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陈杰 三等奖 

成功，从合理的规划开始！ 陈海能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马蕾 三等奖 

我们都对未来有所想法 张祥逸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林德应 三等奖 

规划人生 放飞梦想 张馨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 阳寒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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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
涯规划
类（职业
生涯设
计） 

职业生涯规划书 林鹏程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税光发、廖文化 三等奖 

信心战胜一切，汗水铸就辉煌 张贵阳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谢艳 三等奖 

出彩人生，梦想成真 杨正林 四川省自贡倍乐职业技术学校 肖文君 三等奖 

我的未来，我做主 陈琪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龚惠容 三等奖 

点亮启蒙之光 曹兰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龚惠容 三等奖 

勇敢去闯梦,铁树终开花 冉茂王艳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黄金秀 三等奖 

我的未来不是梦 张燕红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唐奎玉 三等奖 

有梦就有未来 王雯怡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郭丽 三等奖 

我的未来我做主 赵正霖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黄媛 三等奖 

谱写航线 飞向绿营 伍涵秋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熊莉、李琼 三等奖 

中职生职业生涯规划设计书 周友莉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林弋、车洁 三等奖 

为梦想插上翅膀 李健 四川省泸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林素莲 三等奖 

没有到不了的明天——我的职业生涯规
划 
 

王紫薇 四川省双流县华阳职业高级中学 胡宇涛 三等奖 

励志笃行 成就梦想 贾婷 四川省双流县华阳职业高级中学 胡宇涛 三等奖 

职业生涯设计方案 周朝园 四川省盐业学校 孙建川 三等奖 

职业生涯规划 羊群 四川省盐业学校 孙建川 三等奖 

句号幼儿园 梁梦迪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熊忖 三等奖 

生态果树休闲园 梁松松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熊忖 三等奖 

小型餐厅转型之路-珊珊食府 李曈、唐俊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阳艾莉、何流 三等奖 

麦香小铺 文翔、李镇宏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熊忖 三等奖 

新农改造计划—康园爱心农场 钟帅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阳艾莉、徐晶晶 三等奖 

沐宇春风饰品店创业计划书 李卿娜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韩学敏   三等奖 

海伦公主服装店经营计划书 任吉媛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黄模云 三等奖 

智慧幼儿园创业设计书 张慧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韩学敏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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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
涯规划
类（创新
设计） 

雪白堆吃货铺子 刘鑫洋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熊忖 三等奖 

宠物店创业计划书 杨梅 古蔺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彭娜 三等奖 

自助小火锅店 肖杨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黄尹翔 三等奖 

慧偶 李静、吴娅文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邹媛媛 三等奖 

亚超声开关插头——电子作品 翁涛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徐波 三等奖 

音乐彩灯——电子作品 巫长江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张坚 三等奖 

对讲机——电子作品 严必亮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高晓杰 三等奖 

红外报警器——电子作品 张经望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黄玉琳 三等奖 

暮云岭地形地质图 杨茂森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柏建新 三等奖 

地球的哭泣 方睿哲 四川省南充师范学校 尚晓霞、吕平英 三等奖 

摄影类 

传承 四郎泽仁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周毅、柏雪竹 三等奖 

铿锵玫瑰 万利萍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张珍菊、沈莉莉 三等奖 

阳光女孩 黄  超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林  琳 三等奖 

跨越 张茂婷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王虎燕 三等奖 

留驻青春 曾永森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张  静 三等奖 

各有其表 余  欢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周乐贵 三等奖 

快递哥 张茂婷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池雪梅 三等奖 

靓丽多姿 何  阳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池雪梅 三等奖 

琴韵 蔡  朗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周庆琳 三等奖 

青春的力量 李  金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谢  军 三等奖 

放歌 刘  浩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朱丽莎 三等奖 

精心测量 纪  强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王俊虎 三等奖 

军体拳展示 陈性天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李  红 三等奖 

师徒同台 廖洪花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王俊虎 三等奖 

拓展训练 米运鹏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魏正富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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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类 

小组合作 蔡禄玉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刘  银 三等奖 

信任背摔 杨宇轩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王虎燕 三等奖 

手脑联动 赵  灵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强叶东 三等奖 

专心致志 杨泽银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强叶东 三等奖 

理实一体 倪朝迅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欧阳程敏、龙学美 三等奖 

言传身教 周美君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刘  永 三等奖 

我们的实验课 张  力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罗冬梅 三等奖 

热血跆拳道社 钟世杰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王雪娇 三等奖 

你也是我的风景 颜雪莲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吴建康 三等奖 

用“新”播种——时代与传统 东春会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罗威、栗静 三等奖 

时光静好 颜雪莲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白  玲 三等奖 

心路历程 陈云琴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白  雪 三等奖 

埋头苦干 黎  凤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贺建波、周贤明 三等奖 

电阻的魅力 李  鑫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葛春华、何家叙 三等奖 

一丝不苟 薛东祥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何家叙、葛春华 三等奖 

教与学 周  银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周世才 三等奖 

奔跑的青春 施金伟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苏军 三等奖 

蓝色梦想 张馨艺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苏军 三等奖 

飞跃 彭  琪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柯永成 三等奖 

风驰电掣  周彩林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柯永成 三等奖 

独享辛劳 杨利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潘琪玲、魏玲 三等奖 

背影如山 杨利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潘琪玲、魏玲 三等奖 

认真,女孩的天性之美 曾冬令 四川省南充师范学校 伍婷 三等奖 

祖国，我在南师为你闪亮 董新杰 四川省南充师范学校 张姝 三等奖 

职校美·学习美·劳动美 文源  四川省射洪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张春桃、王雨欣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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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类 

旗手梦 杨炯红 四川省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张清 三等奖 

课堂乐趣 陈银 四川省服装艺术学校 张阳 三等奖 

精益求精 王茂霖 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技校 谢薇、常忠山 三等奖 

银杏树下 薛文静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柏世元、刘华英 三等奖 

凯文老师 薛文静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柏世元、刘华英 三等奖 

拔河 薛文静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柏世元、刘华英 三等奖 

生活 马琳洁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公成、何瑜 三等奖 

劳动最光荣 雷亚婷 四川托普计算机职业学校 冷雷 三等奖 

青春光阴 唐钟一 四川托普计算机职业学校 冷雷 三等奖 

精准 蒋路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 向中坤 三等奖 

一丝不苟 蒋路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 向中坤 三等奖 

向右看齐 胡裕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罗玉梅 三等奖 

议题 岳灯拉姆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李静 三等奖 

青春 岳灯拉姆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李静 三等奖 

耕种快乐 四郎拉姆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周毅、王竞安 三等奖 

甘孜职校欢迎您 1 土多巴绒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李静 三等奖 

晨读 罗钉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李静 三等奖 

筑梦 左雪梅 四川省双流县华阳职业高级中学 周睿 三等奖 

一厘米 杜金玉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王玉梅 三等奖 

甘愿 曹维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王玉梅 三等奖 

食雾 唐郭秋雨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王玉梅 三等奖 

微光 彭露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王玉梅 三等奖 

面向未来 陈祖宁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郑小平 三等奖 

阳光 跑道 李思雨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先帷帷 三等奖 

采蜜人 张曼欣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先帷帷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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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类 

测量 李淳 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洁 三等奖 

超越自我 陈星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熊伟、李枚蓝 三等奖 

礼仪之花 刘骏驿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熊伟、李枚蓝 三等奖 

最美志愿者 何翰文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杨峥嵘、郭佳燕 三等奖 

同一个目标 余秋雨 四川省贸易学校 刘鲁军 三等奖 

跳跃在长绳上的音符 白玛措姆 四川省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肖龙平 三等奖 

万无一失 邹承利 四川省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伍鸿平 三等奖 

插花女 范丽瑶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朱凤钢 三等奖 

车行之前 曾颖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阳红秀 三等奖 

快乐的音符 李宗洁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朱凤钢 三等奖 

千娇百媚 李宗洁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朱凤钢 三等奖 

转动的磨轮 季杨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朱凤钢 三等奖 

美丽大自然 倪黎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刘福永 三等奖 

微视频
类 

因为有梦 所以远方 李玉琴 、张婉如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张南 三等奖 

匆匆那年，我们一起走过 
周孟龙、唐鹏宇、祁光

荣、朱代豪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唐华 三等奖 

梦想的分量 
郭思旸、卢嘉铭、廖晨
宇、江晓琴、戴庆雪、

王米琪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左红 三等奖 

燃起青春的火焰 熊雪、叶露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张南、 杨松、王小平、 

刘金华 
三等奖 

追梦的人，勇敢的心 
李祖康、郝梦圆、孟苏
妮、肖森文、唐铭珠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 曾娅菲 三等奖 

梦想开花 万里恒、何小兰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左红、李佳彧 三等奖 

雄鹰的成长 张玉平等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常皓、李丹、郑荣秀、
何艳、袁媛、邹瑾 

三等奖 

奋斗的青春之感悟篇 郑文建、罗资燕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张南 三等奖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雷浩强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张南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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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
类 

我们的青春 
易美君、雷江、明千峰、
郭昊玮、张昊一、庞笑

飞 
四川托普计算机职业学校 王君华 三等奖 

梦想与现实的距离 黄锐 四川省广汉市职业中专学校 郑毅、何昊 三等奖 

寻梦 杨强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职业技术学校 杨强 三等奖 

校园情
景剧类 

成长 
汪茹燕、田加琳、何紫

莹等 8人 
四川省绵竹市职业中专学校 李艳、范永红 三等级 

青春的约定 王嘉豪、张登怡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唐华、袁琼丽 三等奖 

安全建设，你我同行 
王怡、廖鹏飞、牟珉瑶、

杨茂茜、刘超、杜妍妍、

王若楠、吴昆泰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 
李  琴、沈文婷、王

佳 
三等奖 

一堂健康与环保课 李参参、叶芬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张蝶、李丽君、郑勇、

冯长青 
三等奖 

才艺展
示类（舞
台作品） 

花溪新貌 成尧肇 四川省巴中市职业中学 赵谦 三等奖 

长征 蒲晓霞、李雪梅 四川省蓬溪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芳、卢洪琼、张腾、
徐菡、李聆、李蕤利 

三等奖 

毕业季 2013级高护 1班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张心研 三等奖 

毕业照 徐小琴、罗美薇 四川省江安县第一职业中学校 
廖瑞、李登峰、严习

俊 
三等奖 

月下凤尾竹 林义平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庞静、曹家喻 三等奖 

鼓舞青春 陈娟 四川省苍溪县职业高级中学 庞玲 三等奖 

欢天喜地秧歌情 刘黎 四川省安岳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刘黎、刘忠、向琼英 三等奖 

妮娅 14级幼师 1班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王小艳、陈嫱 三等奖 

天籁之爱 白玛邓珠、沈琼花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唐慧筠 三等奖 

茉莉花开 四川省信息通信学校 四川省信息通信学校 任霞、李举国 三等奖 

相信未来 龙洁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朗诵） 罗玉锦 三等奖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袁月莅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黄霜叶 三等奖 

傣家小妹走过来 陈汇源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余莉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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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展
示类（舞
台作品） 

礼仪操表演 杜霞、刘康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杨小琴、向恩扬、王
容、周利、杨光 

三等奖 

中华少年 贾浩等 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宋兰 三等奖 

才艺展
示类（舞
台作品） 

音乐情景剧《老师妈妈 妈妈老师》 

徐璐璐、肖雪（小）、
肖雪（大）、袁婷、李
晰、吴杰、李杨杨、司

钰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果、王宗维、何瑜 三等奖 

最美的祝福 13级高护 2班全体同学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章凤群 三等奖 

猜调 张以达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李季商小敏 三等奖 

春舞 杨坤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廖子俊 三等奖 

跳弦 

张雅洁、熊安宁、陈美
洪、袁婷、张宇、黎雨
娇、肖雪（小）、肖雪

（大）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果、王宗维、何瑜 三等奖 

让青春飞扬 
魏根根、冯勇、成思家、
黄晓蝶、雷丽、邓昊曦、

李悦竹、曾梓涵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刘晓娟、冯勇、魏根
根、刘婉鹭、王宗维、

杨珊 
三等奖 

师恩如山 吴松、何维娜、胡雨佳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果、何瑜 三等奖 

我的祖国 
李红、张晓梅、李世奎、

李自强 
自贡三星职业技术学校 陈齐鹏 三等奖 

祖国啊，我要燃烧 杨丽君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郭京雁 三等奖 

对花 屈丽萍 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三等奖 

茉莉花开 集体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 蔡永 三等奖 

冠军梦 何雨晴、罗洁、赵碧莲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公成、何瑜、张丁

明 
三等奖 

《孝文化》主题班会 
2013级学前 3班全体同

学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果、何瑜 三等奖 

爱的罗曼史 俞  言 成都铁路工程学校 薛维逸 三等奖 

爱在天地间 贾倩茜 四川省剑阁职业高级中学校 刘冰雁 三等奖 

采薇 
2015级高护 3班全体同

学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刘国丽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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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展
示类（舞
台作品） 

承仁 
魏鹏安、夏斯琪、杨云
凤、周黎梅、魏婧、李
莎、方迎迎、何佳宁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罗贯军 三等奖 

达甫姑娘 杜琴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李亚男 三等奖 

孔雀舞 张雪萍、何含琴 四川省通江县至诚职业中学 陈妍 三等奖 

拉丁女王 雷蕾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熊莉 三等奖 

蓝色多瑙河 屈丽萍 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陈芳 三等奖 

礼仪之邦 郭盈希 四川托普计算机职业学校 冯玉、朱崇丹、王巍 三等奖 

落花情 
吴婷、邹兰微、张雯雯、
江灿、赵珍珍、苏路萍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杨周鄂、张建华 三等奖 

梦江南 刘玉梅、陈润 四川省江安县第一职业中学校 
魏正飞、刘霞 、 严

习俊 
三等奖 

梦中的婚礼 熊莹荥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唐慧筠 三等奖 

莫扎特奏鸣曲 蔡鹏晋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廖子俊 三等奖 

天空之城 杨媚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唐慧筠 三等奖 

我的心 邓雅雯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张珍菊 三等奖 

只要我们心中有爱 

巴姆、益西志玛、四郎
曲措、行扎、德机措、
布姆康珠、杜基拉姆、

卓玛拉姆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杜基布池 三等奖 

GOOD BOY 梁瀚文、全宇翔 遂宁市船山职业技术学校 彭帮松 三等奖 

使命 金超山 四川省商贸学校 金超山 三等奖 

岁月如歌 张莲等 22人 四川省商贸学校 杨杰 三等奖 

哇咔哇咔 简阳职高 四川省简阳市高级职业中学 邹廷波 三等奖 

才艺展
示类（非
舞台作
品） 

趣意荷塘（盘画系列一） 柯贤琦 成都市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 三等奖 

凳子上的果盆 朱琴 四川省电子商务学校 方辽 三等奖 

雷神 格尔玛 四川省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 阿珍 三等奖 

龙狮秀美 更姐 四川省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 阿珍 三等奖 

祈愿的阿妈拉 偏热单孜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华雪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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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展
示类（非
舞台作
品） 

静物素描 吴文 成都市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周异昕 三等奖 

幸福康巴 亚马泽绒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华雪 三等奖 

《双凤戏丹》天彭牡丹图一 吴文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李姣 三等奖 

《丹香引蝶》天彭牡丹图二 简冬梅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穆华芝 三等奖 

《丹魅四射》天彭牡丹图三 颜春梅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袁文华 三等奖 

《花开富贵》天彭牡丹图三 柯贤琦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周庆林 三等奖 

活色生香 1 谢季君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张玲 三等奖 

活色生香 2 谢季君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张玲 三等奖 

妆颜 颜春梅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张皓 三等奖 

剪刻真假美猴王（《西游记》系列二） 高媛媛 成都市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周异昕 三等奖 

乡野小景 付景雪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李尚景 三等奖 

办公大楼外观设计图 马茂森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邓娇 三等奖 

瓶中鲜花 彭雪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周凯 三等奖 

向日葵 陈弦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熊琴 三等奖 

樱桃红了 舒云悦 成都市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王虎燕 三等奖 

一角 罗  莹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 张露瑶 三等奖 

彩色的生命 李燕琼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 张露瑶 三等奖 

色彩-花卉静物组合 李娟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高亚欣 三等奖 

无题 谭艳 四川省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卢伟 三等奖 

素描静物 吴佳雯 四川托普计算机职业学校 高栋栋 三等奖 

花丛中的姑娘 肖凡漂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肖敏 三等奖 

宋词古抄 莫春梦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游涛 三等奖 

窗台 邓珠 四川省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徐小滨、李燕江 三等奖 

彝族风情 毛阿呷 四川省贸易学校 邢涛 三等奖 

梦回儿时 简雨秋、代成玉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张祎娴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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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展
示类（非
舞台作
品） 

落叶是疲倦的蝴蝶 许鑫瑞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景凯 三等奖 

逞娇呈美 许鑫瑞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景凯 三等奖 

色彩世界的魅力 霍思羽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 张露瑶 三等奖 

古诗“书”怀 包润 四川省电子商务学校 肖良竹 三等奖 

行书条幅—游园不值 林庆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冯颖 三等奖 

瓶果花 邓佳其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李公成、陈茵 三等奖 

龙泉山上桃花粉 张娜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刘华英 三等奖 

太空梦 胡雪敏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刘华英 三等奖 

夜荷 周红梅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刘华英 三等奖 

朝阳 许鑫瑞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景凯 三等奖 

妹妹 莫雨涵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周凯 三等奖 

星空 徐春燕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熊琴 三等奖 

深山小屋 曾欣怡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倪潇 三等奖 

泸州老窖制酒过程 冉歆悦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周霓虹 三等奖 

我的童年 黄英 四川省巴中市职业中学 王茂林 三等奖 

主席词.沁园春.雪 许磊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鲁文博 三等奖 

素描风景 陈世为 四川托普计算机职业学校 李林 三等奖 

童年 郎秋月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吴海波、李星 三等奖 

沁园春.长沙 陈睿 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王雅群 三等奖 

豁达 乐观 气宽 得寿 王雪 自贡市职业培训学院 伍洪波 三等奖 

大道无为 顾湘凌 乐山市计算机学校 罗军 三等奖 

花艳香清 丁袁佳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张万权 三等奖 

乙亥杂诗 刘宇航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辜松柏 三等奖 

七绝 上元侍宴 杨陶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辜松柏 三等奖 

凉州词 杨陶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辜松柏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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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展
示类（非
舞台作
品） 

早春 石夏玲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辜松柏 三等奖 

江南春 何芸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辜松柏 三等奖 

智慧 多吉翁姆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杨令 三等奖 

鹏 姜华 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 杨令 三等奖 

宁静 代青江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段应明 三等奖 

素描-陕西农民头像 周雨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段应明 三等奖 

马赛石膏头像 毛富川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李燕 三等奖 

硕果 钟红怡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汤晓燕 三等奖 

春风又绿大地 李敏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吴海波、李丽华 三等奖 

生日礼物 梁亚君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姚荃汉、陈蓉 三等奖 

高瞻远瞩 张宇浩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 张露瑶 三等奖 

享受色彩的女人 李燕琼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 张露瑶 三等奖 

高山 张奥奥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 张露瑶 三等奖 

老房子 霍思羽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 张露瑶 三等奖 

色彩静物组合 周雨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段应明 三等奖 

色彩-花卉静物组合 曾玉树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高亚欣 三等奖 

乡 代青江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高亚欣 三等奖 

分享 吴姝婷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龚雪娟 三等奖 

回乡偶书（其二） 张龙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杜小勇、罗丕全 三等奖 

墨香 刘海蓉 四川省南充旅游职业中专校 庞敏 三等奖 

竹石 王泾伊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朱德义 三等奖 

渴望 施巧玉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张祎娴 三等奖 

行书条幅—海棠 林庆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冯颖 三等奖 

篆刻名新刻古 2016和 2017 届汽修班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冯颖 三等奖 

鱼戏莲叶间系列 王琼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张玲 三等奖 

黑白装饰画十二生肖图《虎》 颜春梅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胡娅、刘子涵 三等奖 

无题 陈倩 四川省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卢伟、张清 三等奖 

陋室铭 张熙照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王雪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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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第十二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
省级复赛活动优秀组织奖名单 

 

一、地区组织奖 

泸州市教育局 

遂宁市教育局 

南充市教育和体育局 

德阳市教育局 

自贡市教育局 

二、学校组织奖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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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四川省第十二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
省级复赛活动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成都市（16所）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5 名） 

徐小晴、易  娜、邱琳兰、潘琪玲、魏  玲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学校（2 名） 

罗振国、钟雨熹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4 名） 

陈建蓉、王晓燕、凤  龙、许铮铮 

四川省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29 名） 

陈旭光、李  萍、钟  声、翁  羽、韦  明、聂云祥 

黄雨虹、徐晶晶、陈  蓉、刘  娟、王  薇、杨  莉 

王旭丽、何  流、先帷帷、刘畹南、侯  勇、肖  敏 

向  琼、李亚西、袁  森、田敏杰、蒋  庆、陈  莉 

李晓慧、郑小平、王  华、王玉梅、何诗雨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8 名） 

张梅生、贺长春、徐  蓓、张向前、雷  旭、黄  杰 

李倩倩、姚  凯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17 名） 

张珍菊、张慧祥、刘国丽、潘  伟、麦发英、章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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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梅、何  燕、朱德义、景  凯、刘  莉、涂万江 

蒋小梅、沈莉莉、肖  洪、舒家琴、郭京雁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10 名） 

税光发、廖文化、谢  艳、魏刚华、黄尹翔、袁  露 

胡  娅、刘子涵、张晓华、穆华芝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4 名） 

杨建祥、苟亚兰、张桂萍、胡潇月 

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1 名） 

何抒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9 名） 

王若琳、吴  艳、何  敏、张惠萍、罗思艳、程  杰 

冯  颖、张袆娴、汤晓燕 

四川省双流县华阳职业高级中学（3 名） 

潘元齐、申  磊、杨  欣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13 名） 

宋丹琪、柏世元、刘华英、李成凤、张莹银、刘家军 

章秋菊、马晓丽、周小研、曾祥平、陈  嫱、廖知昳 

王小艳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7 名） 

冷  蓉、苏  军、陈  娟、陈培锋、舒忠勤、张  玲 

李  燕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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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玉、柯永成、张  剑、刘  迁、张  婷、张丽雪 

陈婷婷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9 名） 

黄  敏、任  皓、郑在富、周  旭、杨  唯、韦  林 

何  涛、孙维宜、肖  敏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1 名） 

张露瑶 

自贡市(4所) 

四川省盐业学校（2 名） 

张雪利、谢  兴 

富顺职业技术学校（2 名） 

李雪梅、汤  虹 

自贡三星职业技术学校（1 名） 

庞  缨 

自贡市职业培训学院（1 名） 

周鹏程 

泸州市(3所)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8 名） 

熊  莉、李  琼、刘建梅、代小林、周  梅、袁  媛 

陈  欢、邹  瑾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9 名） 

师  英 、谭  玲、王泽容、聂  丹、刘  娟、高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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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涛、黄家元、黄忠才 

古蔺县职业高级中学校（10 名） 

肖  萧、尹鹏林、佘美红、明杰波、徐蕾雅、文  敏 

邹  瑾、李  丹、刘建梅、郭  辉 

德阳市(5所)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17 名） 

冯光全、吴弟平、李公成、何  瑜、刘晓娟、杨  珊 

刘宛鹭、王宗维、申小聪、毛顺凤、张丁明、李  果 

田富林、任应清、高施广、王朝江、陈  茵 

四川省德阳市黄许职业中专学校（2 名） 

陈天润、罗刚承 

四川省绵竹市职业中专学校（1 名） 

卢君 

四川省四川省什邡市职业中专学校（6 名） 

李素红、曹  晖、田  慧、林  峰、刘  蕾、曾路漫 

德阳安装技师学院（1 名） 

张晓燕 

广元市(1所) 

四川省苍溪县职业高级中学（1 名） 

马洪凯 

遂宁市(5所)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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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政、陈诗雨、闵  梅、黄霖容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3 名） 

何  时、唐  兵、阳  林 

四川省蓬溪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6 名） 

王  芳、卢洪琼、张  腾、徐  菡、李  聆、李蕤利 

四川省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3 名） 

李燕江、张  清、徐小滨 

四川省射洪县职业中专学校（4 名） 

黄立慧、范  正、李林东、牟行兰 

乐山市(1所) 

乐山市计算机学校（3 名） 

梁秋萍、蒋  丹、李  婷 

南充市(3所)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2 名） 

张梅梅、林  立 

四川省南充师范学校（4 名） 

唐  民、于  静、胡腾月、杨  慧 

四川省张澜职业技术学校（9 名） 

孙  丹、康琴琴、左  俊、梁  唯、李  双、明芳宇 

刘攀成、任  静、贺丽丽 

宜宾市(3所) 

四川省宜宾县柳加职业中学校（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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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红、彭  英、唐尚超、代泽海、周小惠、袁  玲 

四川省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6 名） 

廖晓丽、郭远芬、邹天才、郑春莲 、倪  翔 、赵亚利 

四川省四川省宜宾县高场职业中学校（1 名） 

朱凤钢 

达州市(2所) 

四川省渠县职业中专学校（2 名） 

张  峡、汪芸竹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1 名） 

李尚景 

巴中市(1所) 

四川省通江县至诚职业中学（1 名） 

马志强 

雅安市(1所) 

四川省汉源县职业高级中学（2 名） 

赵崇毅、候方敏 

资阳市(3所)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4 名） 

罗艳容、尧  兵、范义军、蓝  景 

四川省安岳第一职业技术学校（8 名） 

李洪雨、刘光凤、吕俊君、朱玉婷、黄家普、廖庭婷 

张显龙、王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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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2 名） 

陈  蓉、戚  源 

阿坝州(2所) 

阿坝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 名） 

龙措吉 

四川省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1 名） 

阿  珍 

甘孜州(1所) 

甘孜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7 名） 

易运梅、李  静、周  毅、吴婷婷、刘应虹、高朝琴 

益西桑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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