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现场决赛选手名单的通知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教学能力比赛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19〕18 号）要求，

比赛执委会组织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了初评。经评审，251 件参

赛作品入围现场决赛，其中，中职公共基础课程组 35 件、中职

专业技能课程一组 67 件、中职专业技能课程二组 33 件，高职公

共基础课程组 19 件、高职专业课程一组 69 件、高职专业课程二

组 28 件。现将参加现场决赛的参赛教学团队名单予以公布（附

件）。 

请各代表队做好参赛教学团队组织工作，根据比赛方案中的

现 场 决 赛 要 求 做 好 参 赛 准 备 ， 密 切 关 注 比 赛 官 方 网 站

（www.nvic.edu.cn 或 www.nvic.com.cn）“赛务接待”栏目，及时

组织填报行程信息等，以便会务组安排住宿、接站等事宜。 

 

附件：现场决赛选手名单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执委会    



2019 年 11 月 6 日         

附件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现场决赛选手名单 
 

一、中职公共基础课程组 

序号 代表队 参赛教学团队 

1 安徽省 张妍雯、陈丹丹、张红雨、张姗姗 
2 安徽省 刘婷婷、谢漫漫、陈傑、董梅 
3 北京市 王猛、白云舞、李娜、王珂 
4 北京市 王秀雅、王棕灏、冯莉丽、丁沫 
5 北京市 苏佳玲、贾光宏、龚敏妍、杨钠 
6 福建省 张婷婷、陈丽娜、许金生 
7 福建省 徐本根、郭允霞、林民族、郑明山 
8 甘肃省 赵文珍、王健、刘妘、贾宝丽 
9 广东省 谭颖思、林霖、郑雪柳、陈广伟 
10 广东省 吴金泽、莫金莲、陈锦荣、林少玲 
11 广东省 邓蔚雯、陈思婉、柳杨、方智锋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匡礼、周小燕、林海峰 
13 海南省 钱玲、邵泳铭、符祥泉、苏雪倩 
14 黑龙江省 翟婧、赵晓旭、张峰 
15 湖北省 原锦林、魏纯 
16 湖北省 胡三敏、田俊、高斌 
17 湖南省 马炼诚、李盼、刘军、熊骥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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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湖南省 张露莎、黄姝、易美华、王硕果 
19 湖南省 谭晓芳、王婕、黄晶 
20 江苏省 张乃予、刘纯、沈森、史立 
21 江苏省 程利、沈达英、郭小光 
22 江西省 魏程玉、刘志泉、金玲、周裕昀 
23 宁波市 孟晓安、马丹、赵斌斌、方磊 
24 宁夏回族自治区 王燕丽、李强君、马生杉、高宏明 
25 青岛市 王翠萍、刘华、王怀娥、付爱伦 
26 厦门市 郭珊珊、吴方夏、陈晶 
27 山东省 郑堂艳、张敏、宋振艳、任莲花 
28 陕西省 赖珍明、吴小波、李清 
29 上海市 冯志军、龚如彦、胡瑞平、杨海慧 
30 四川省 曾丽琼、张美兰、龚亚玲、薛正雯 
31 四川省 冉晖、黄代英、贺瑜、郭廷 
32 浙江省 蒋敏、孙雯琼、王志芳、陆丹萍 
33 重庆市 屈育霞、蒋佳佳、张恒、韦娜 
34 重庆市 王浩、贺涛、陶创、许洪颜 
35 重庆市 朱俊怡、陈美君、龙念、桂小江 

二、中职专业技能课程一组 

序号 代表队 参赛教学团队 

1 安徽省 薛婷、彭徐云、范文慧 
2 北京市 苏全、桑舸、王连风、蔡思远 
3 北京市 周娜、王鸿波、罗丽君、李萍林 
4 北京市 李新颜、左旭、王欣、王悦 
5 北京市 于芳、纪晓远、焦志菲、崔华楠 
6 北京市 高明、李凯、牛楚轩、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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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连市 范瑾、郭晓妍、韩艳华 
8 福建省 黄蕊、周清、马俊玲、范楚丹 
9 广东省 骆爱玲、刘文婷、梁珠芳、廖思源 
10 广东省 陈俊、蔡小东、陈润昌、郭玉刚 
11 广东省 冯琦、黄蕊、黄春萍、卢树基 
12 广东省 罗娜、何平、朱洪 
13 广东省 王琳、尹梓先、莫成达、陈少云 
14 广东省 张雪莉、梁颖怡、何明月、彭海胜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 曾颖虹、曹音、钟钊龙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 韦婉嫕、蔡夏婷、李聪、唐璐璐 
17 贵州省 程欣、卿钊、杨子萍、陆微 
18 海南省 方明发、王海燕、林泽华 
19 河北省 蔺媛媛、赵秀娟、王宪、李小静 
20 河北省 郭萍、袁晓明、王亚星 
21 河北省 任燕、尹静、聂晶晶 
22 河北省 孙青、刘会民、刘会、王蓓丽 
23 河南省 王贝贝、付永军、方柯、王宇慧 
24 河南省 陈韶强、王媛、李莹、王洋 
25 湖北省 王卉卿、黄巨、陈天鹏 
26 湖南省 罗群、唐潇、王作伟、聂加贝 
27 湖南省 曹喆、李欢、朱邦辉、景凤湘 
28 湖南省 彭玲、肖雅文、赵颖、彭峥嵘 
29 湖南省 彭勇、杨波、郭洋、蒋立平 
30 湖南省 周璨、周思辰、罗宁、李佳音 
31 吉林省 曲彤、刘柳、徐莹 
32 江苏省 陈文博、蒋孝辉、朱俊、刘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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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江苏省 宋赛、李文富、韩莉、郭梅 
34 江苏省 王雪娇、滕士雷、王俊美 
35 江苏省 徐蕾、吴荣平、裘晔 
36 江苏省 高远、茅蓉、王裕城、黄磊 
37 江西省 张建强、张洁、陈玥涵、舒玉芳 
38 江西省 陈静玲、蔡立勋、程龙圣、何思琦 
39 辽宁省 祝月、范作平、苏颖 
40 内蒙古自治区 李丽颖、王瑞梅、苏刚、付艳波 
41 宁波市 章有国、朱阳、王刚、陈依婷 
42 宁波市 马赵瑾、杨幼培、郑海根 
43 厦门市 杨松茂、李盼盼、苏晓倩、邵翔琳 
44 山东省 周莎、曲宗海、郝加利、卫录录 
45 山东省 任学峰、任聪、刘兴洁、马庆勇 
46 山东省 孙洁、穆彤、刘芹英、丁静峰 
47 山东省 邓鸽、胡静、潘燕、李爱霞 
48 山东省 赵娣、杨艳、刘霞、卢莹 
49 山东省 徐宁、高香、于广松、徐爱平 
50 山西省 洪琴、王海平、米良洲 
51 陕西省 郭利萍、史亚妮、韩宁 
52 上海市 钱亮于、胡志明、姜冬洁、朱小燕 
53 上海市 徐耘、王燕华、乔凤月、周立 
54 上海市 王辰辰、雷东、宋亮 
55 深圳市 谢亚艳、黄领、黄玲、曾勇 
56 四川省 熊燕、张平、雷同 
57 四川省 陈雅维、向巨明、胡凯、周林 
58 四川省 朱琳、王佳、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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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天津市 何丹、祖冬梅、丁锐 
60 浙江省 童伟梁、祁黎、谢峰、王磊 
61 浙江省 蒋盈盈、郑赛赛、陈鑫跃、许根生 
62 浙江省 凌怡、司晓妹、姚律、魏薇 
63 重庆市 杨璐嘉、殷全辉、赵英 
64 重庆市 李小琼、肖娅、闫环 
65 重庆市 尹宏观、王洪超、曹琴琴 
66 重庆市 冯丹、邬疆、冯刚 
67 重庆市 潘晓蕾、张蓉蓉、廖小娟、邹雨君 

三、中职专业技能课程二组 

序号 代表队 参赛教学团队 

1 北京市 孙嘉、高鑫、纪婷、王艳 
2 北京市 张玲、蔡红芳、何新、范丽鹏 
3 大连市 李铭、陈乐成、王驰、张媛颖 
4 大连市 曹卓、李胜男、张琳 
5 广东省 孔博、李宗权、涂允忠、陈应孔 
6 广东省 毛旺斌、梁家祯、陈美莲、陈志富 
7 广东省 马莉莎、沈妍谷、陈秀琳、欧丹华 
8 贵州省 兰江艳、皮焓、彭丽丽 
9 黑龙江省 王博、张庆双、李尚涛、闵菲 
10 湖北省 杨孝刘、况野、常福曾 
11 湖南省 杨迪、许国帅、林伟、陈星星 
12 吉林省 王翠方、赵娜、赵春雨、刘卓识 
13 江苏省 朱小燕、冯松、何寿柏、刘圣颖 
14 内蒙古自治区 张译文、金顺嬛、王广程 
15 宁波市 王瑞君、徐良、江文渊、臧联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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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宁波市 应龙泉、孙立荣、赵超、施全茂 
17 宁波市 叶挺、张丹颖、胡桦鑫 
18 青岛市 乔慧、王雷、杨磊、岳彩虹 
19 青岛市 吴清叶、赵春莲、郭云、姜蕾 
20 厦门市 莫荥、钟明强、洪海山 
21 厦门市 陈晓君、郑帅帅、吴锦欢、钟斐 
22 山东省 杨雪、桑峰勇、刘思贞、王成 
23 山西省 胡红艳、渠晓毅、严洁静、刘苗 
24 陕西省 袁一如、杨鑫、王腊苗、王健 
25 上海市 刘文刚、金继荣、张宏 
26 上海市 林楠、范松华、金慧、师帆 
27 深圳市 郑爱如、张凯欣、丁伟民 
28 四川省 张宇、肖远冲、任朝军、叶飞飞 
29 浙江省 骆瑞、严示强 
30 浙江省 赵菲菲、成佳梁、朱海燕、李浩筠 
31 重庆市 冉波、王惠、叶志萍 
32 重庆市 张彩虹、李嫦、秦霄 
33 重庆市 皮明霞、倪敏、郝爽、刘红 

四、高职公共基础课程组 

序号 代表队 参赛教学团队 

1 安徽省 俞海燕、孙静、花春 
2 福建省 黄凌云、程妍、郭庭炜 
3 广东省 管小青、胡晶君、江琴、郑晓绵 
4 广西壮族自治区 张新秀、陈清、陈金刚、黎飞 
5 广西壮族自治区 陈秋娜、宋小梅、韦柳钰、陈芳 
6 贵州省 侯利颖、田雨鑫、裴如正、李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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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南省 胡晓萌、李琳、陈特丽 
8 河北省 李月波、张彬、芦娟、房丽娟 
9 河北省 何梦昕、崔玲玲、孙艺铭 
10 湖北省 罗珺、郭晓雯、程伟 
11 江苏省 李晓、李鹏、周梅香 
12 江苏省 缪蕙、王罡、蔡鸣晶、黄国建 
13 山东省 张睿、杨海宁、郑欣怡、李晓凤 
14 陕西省 张兰、谢歆鑫、郑雅茹 
15 四川省 严光玉、陈晓通、张思寻 
16 四川省 林学梅、李鹤艺、朱冬梅、熊绘新 
17 浙江省 鲍旦颖、尹禹文、杨兴江、晋国群 
18 浙江省 蒋勋、陈君、徐洁、俞涔 
19 重庆市 王爽、金莹、黄光芬、曹树梦 

五、高职专业课程一组 

序号 代表队 参赛教学团队 

1 安徽省 汪贞叶、张平平、刘超 
2 安徽省 杨阳、李丽、王静漪、商建国 
3 安徽省 徐嵘嵘、聂金桃、董晓睿、陈海云 
4 安徽省 汪睿、胡杨、应莉、张婷屹 
5 北京市 赵小平、郑阔、刘彦君、邱亚辉 
6 北京市 裴春梅、朱恭生、蔡志芳 
7 北京市 姜斌、宋金慧、汪洋 
8 北京市 王燕燕、贾小莹、魏淑霞、张丹羽 
9 北京市 王彦峰、刘瑞华、唐晓蕾、曹子嘉 
10 北京市 刘尧远、徐彬、钮冬蕊 
11 福建省 李艳珍、洪巧丽、罗素珍、魏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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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福建省 董书研、郑晓春、陈珊珊、刘国栋 
13 甘肃省 邓军军、李菲菲、梁永文、鲍蓉 
14 广东省 吴靓、陈忠、朱迅德、张迎峰 
15 广东省 程律莎、洪建明、何晓青、王红英 
16 广东省 农彦彦、霍应鹏、姜佳丽、唐秋实 
17 广东省 谢婷、蔡春红、冯强、聂莉君 
18 广东省 马小镭、张燕、郑娜、肖梦妮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 潘细妹、朱梅芳、余骋、侯小露 
20 河北省 曹文龙、曹胜语、郝士华、赵晓鹏 
21 河北省 王建邦、张宝青、李文华、刘海 
22 河北省 刘洪武、高秀艳、石彦芳、李天山 
23 河北省 王明友、侯素霞、程永高、陈学秀 
24 河南省 张翌娜、宋艳清、李向 
25 河南省 胡二坤、李少华、李申 
26 黑龙江省 尚明娟、张天竹、乔海丽、王晶 
27 湖北省 黄维、黄京、刘杰 
28 湖北省 吴蔚、赵艳霞、徐发新 
29 湖北省 胡琛、李红月 
30 湖北省 岑理玲、赵娜、熊宝莲 
31 湖北省 李金艳、薛明芳、肖贝 
32 湖北省 周颖、龙宇 
33 湖南省 刘宗瑶、石琼、张龙慧、胡曼乐 
34 湖南省 易娇、朱双华、旷文兵、吴端华 
35 湖南省 刘冠群、卢华灯、刘敏、曾滔 
36 湖南省 陶艳、吴冰、彭涛、谢光明 
37 湖南省 朱敏、蔡丽、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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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湖南省 吕新艳、蒋丽芬、潘丹芬、李兵 
39 湖南省 文静子、申剑飞、倪栋、胡瑛 
40 吉林省 高一强、徐晓月、舒会、薛鹏 
41 江苏省 王晖、杨岭、李烨 
42 江苏省 牛艳玲、赵婧、刘春燕、管永权 
43 江苏省 秦艳、丁惠忠、王文红 
44 江苏省 周滋霞、许红、刘洋 
45 江苏省 宋琛琛、陆珊珊、王磊 
46 江西省 和玉丹、胡善辉、李红英、易凤珍 
47 江西省 赖蘋华、肖燕、朱红英、游颖 
48 江西省 蔡艳、杨明容、崔涵雨、王卓雅 
49 江西省 刘洁、孔丽、蔡雪莹、唐建民 
50 辽宁省 姚丽丽、茹利、白金国 
51 辽宁省 郭大民、孙涛、王立刚 
52 内蒙古自治区 于淑霞、杨秀芳、李海岗、刘佳 
53 内蒙古自治区 姚宇、常化滨、高娃、安洋洋 
54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方卉、温艳、吴立涛、严滔 
55 山东省 姜薇薇、焦燕、王甜、孙静 
56 山东省 白培章、韩锐、张玉坤、李娜 
57 山西省 张丽珍、王红燕、毛蕴娟、武娟 
58 山西省 双建萍、牛晓晔、庞东梅、何莹 
59 山西省 范志萍、魏莉霞、程兆宇、王军雷 
60 陕西省 张福荣、刘舜、刘莎、袁曼飞 
61 陕西省 陈红梅、冯丽荣、代琳、杨晓洁 
62 天津市 金鑫、李彬、陈彧、宋涛 
63 浙江省 朱友银、刘健、钱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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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浙江省 柴美娟、应亦凡、崔逸琼、姚金伟 
65 浙江省 麻佳蕾、陈菲、胡献跃、谈文状 
66 浙江省 郭玲玲、陈燕、苏吉儿、夏雅雄 
67 浙江省 胡丽娟、陆妙燕、谢朝德 
68 浙江省 纪红霞、明文、徐文俊、陆丽华 
69 重庆市 刘蘅、李采、麻灵 

六、高职专业课程二组 

序号 代表队 参赛教学团队 

1 安徽省 葛胜升、韩小伟、柯国琴、周自宝 
2 安徽省 陈伟、王良存、谢峰、蔡立炉 
3 北京市 曹靖、张洁、马建民 
4 北京市 马冬宝、张赛昆、崔健 
5 甘肃省 李旭炯、孙林花、薛杨、冉丹婷 
6 广东省 廖永珍、黄敏娟、柯盈盈、林静 
7 广西壮族自治区 廖晓敏、刘杰英、宋赵榛、苏毅 
8 海南省 卢耿华、黄莉、黄芝政 
9 河北省 汤哲、李雪、张璐、徐景怡 
10 河南省 武同、董延、楚雪平 
11 黑龙江省 赵宝芳、郎琳、苏黎、郭艳萍 
12 湖北省 郑雪、余倩、王顺超 
13 湖北省 周敏、倪琼、吴妮、涂中玉 
14 湖南省 李丹、傅规玉、阳巧梅、尹秀娟 
15 湖南省 吴新华、刘久逢、肖洁、罗跃中 
16 湖南省 蒋彦、陈莉、杨子健、谌星 
17 江苏省 李娟、张晶镜、陈霞、吴敬 
18 江苏省 杨梦娜、赵艳启、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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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内蒙古自治区 李红、乌日根巴乙拉、安普光、胡战明 
20 内蒙古自治区 王磊、 张海丽、 王重阳、赵维维 
21 宁夏回族自治区 毛涛、马慧斌、多勇、沈建楠 
22 山东省 吕晓倩、常生德、刘卓雷、董颖 
23 山西省 赵翔宇、魏彦梅、丁燕、姬秀枝 
24 山西省 刘冬、武晓静、张雯菲、赵惠亮 
25 陕西省 张晨亮、赵小刚、姚艳、甘代伟 
26 天津市 王文洁、李悦、卞晓霞、胡靖 
27 浙江省 崔悦、金蕾、章卫惠、傅强 
28 重庆市 梅晓莉、杨张利、朱承、王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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