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 姓名 奖项

1 威海职业学院 隋文 一等奖

2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葛柳青 一等奖

3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王昭玉 一等奖

4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杜敏珍 一等奖

5 威海职业学院 孙晓娜 一等奖

6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熊仕莉 一等奖

7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陈雪梅 一等奖

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孙梦圆 一等奖

9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通分院） 左琴 一等奖

10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夏丽 一等奖

11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唐雪莲 一等奖

12 威海职业学院 蒋敏 二等奖

13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韩悦 二等奖

14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周舟 二等奖

15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佳凤 二等奖

16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尹美艳 二等奖

17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邹晶晶 二等奖

18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付习雨 二等奖

19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岳艳 二等奖

20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严晓芹 二等奖

21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林慧如 二等奖

22 威海职业学院 范增艳 二等奖

23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袁宇慧 二等奖

24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葛赵斌 二等奖

25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通分院） 冯晨雨 二等奖

26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朱容花 二等奖

27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张珠 二等奖

28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刘香 二等奖

29 威海职业学院 左岩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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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何悦 二等奖

31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梁海帆 二等奖

32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梁泳妍 二等奖

3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刘佳奇 二等奖

34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汪博 三等奖

35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万昭萍 三等奖

36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胡兴儿 三等奖

37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黄兰春 三等奖

38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林彦恩 三等奖

39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子健 三等奖

40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覃息球 三等奖

41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熊兰香 三等奖

42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单艳红 三等奖

43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唐娇玲 三等奖

44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吴春霜 三等奖

45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周芳 三等奖

46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邱衍林 三等奖

47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邵佳佳 三等奖

48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杨珂 三等奖

49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马驰 三等奖

50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蔡含丽 三等奖

51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唐凤 三等奖

52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龙斯帆 三等奖

53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谢诗敏 三等奖

54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武雪梅 三等奖

5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胡晶晶 三等奖

56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郝晨曦 三等奖

57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孔淑婷 三等奖

58 扬州市职业大学 陈乔恩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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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卢慧芬 三等奖

60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蒋晓霞 三等奖

61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梁志欣 三等奖

62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王梅芳 三等奖

63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俞珊珊 三等奖

64 扬州市职业大学 葛文杰 三等奖

65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孔露梦 三等奖

66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陈亚轮 三等奖

67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文嘉敏 三等奖

6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刘谷雨 三等奖

69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邱爽 三等奖

70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孙潇 三等奖

71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彭玲 优秀奖

72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孙永静 优秀奖

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刘诗岑 优秀奖

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周丹君 优秀奖

75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丁晓梅 优秀奖

76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周梦蝶 优秀奖

77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孙惠妹 优秀奖

78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赵阎 优秀奖

79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顾思雨 优秀奖

8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钱英姿 优秀奖

81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李培培 优秀奖

82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许佩佩 优秀奖

83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王赛 优秀奖

84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高也 优秀奖

85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兰星 优秀奖

86 扬州市职业大学 郭栋 优秀奖

87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雷凤娇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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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莫凯婷 优秀奖

89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梁思奕 优秀奖

90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王吉儒 优秀奖

91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鑫雨 优秀奖

92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高腾腾 优秀奖

93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红梅 优秀奖

姜华美 于秀萍

王玉兰

宿伟 许平山

毛晓凛 程丽琴

姜华美 于秀萍

胡毅 李晓岩

刘晓音

朱晓炜

梅丛娟 侯亚云

邓媛媛

毛晓凛 程丽琴

序号 学校

1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2 威海职业学院

3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5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6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通分院）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团体奖

团体奖项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威海职业学院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威海职业学院

优秀指导教师

姓名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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