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项名称 模特表演 组别 服装模特表演

参赛队伍 参赛院校 参赛选手 奖级

江苏省 江苏模特艺术学校 焦玙琦 一等奖

河南省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张莹莹 一等奖

江苏省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戴悦 一等奖

深圳市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职业技术学校 方心慧 一等奖

宁波市 宁波市甬江职业高级中学 张梦婕 一等奖

青岛市 青岛华夏职业学校 傅小桐 二等奖

浙江省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鲁小宁 二等奖

广东省 广州市增城区职业技术学校 陈颖 二等奖

湖南省 岳阳市湘北女子职业学校 熊林 二等奖

安徽省 安徽新华学校 葛雪纯 二等奖

广东省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里纳·叶尔江 二等奖

重庆市 重庆市龙门浩职业中学校 付思语 二等奖

厦门市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陈紫绮 二等奖

青岛市 青岛艺术学校 姜淇馨 二等奖

浙江省 杭州市服装职业高级中学 高妍 二等奖

河南省 洛阳旅游学校 李彦乐 三等奖

宁波市 奉化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虞可密 三等奖

大连市 大连模特艺术学校 赵舒涵 三等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祖白旦·艾依提 三等奖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邓思蝶 三等奖

湖南省 长沙财经学校 张乐 三等奖

山西省 大同市第一高级职业中学校 任欣淼 三等奖

湖北省 武汉市艺术学校 姜庆阳 三等奖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 唐秀丽 三等奖

安徽省 安徽省宿州逸夫师范学校 王玉洁 三等奖

甘肃省 兰州女子职业学校 张怀玉 三等奖

重庆市 重庆市龙门浩职业中学校 王林林 三等奖

甘肃省 兰州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宫文玲 三等奖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 袁梦瑶 三等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六师五家渠职业技术学校 张曼琪 三等奖

2019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模特表演赛项获奖结果



赛项名称 模特表演 组别 平面模特展示

参赛队伍 参赛院校 参赛选手 奖级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 周钰佳 一等奖

江苏省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孙悦 一等奖

湖南省 长沙财经学校 尹萌 一等奖

江苏省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赵倚平 一等奖

宁波市 宁波市甬江职业高级中学 徐洋 一等奖

江苏省 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 王晶 一等奖

重庆市 重庆市九龙坡职业教育中心 何兴萍 一等奖

江苏省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林筱善 一等奖

宁波市 宁波市甬江职业高级中学 孙佳怡 二等奖

福建省 福建工贸学校 包鑫 二等奖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任欣瑶 二等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玛丽娜·吐苏甫汉 二等奖

宁波市 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 王层层 二等奖

浙江省 杭州市服装职业高级中学 吕欣雨 二等奖

深圳市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职业技术学校 蔡雅诗 二等奖

青岛市 青岛华夏职业学校 卞雪莹 二等奖

上海市 上海市航空服务学校 蒋植阳 二等奖

青岛市 青岛华夏职业学校 王鑫月 二等奖

浙江省 绍兴市职业教育中心 张盼欣 二等奖

安徽省 芜湖电缆工业学校 汪云霞 二等奖

山东省 淄博机电工程学校 术晨滋 二等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文化艺术学校
凯丽比努尔·阿卜杜

热西提
二等奖

湖南省 湖南省耒阳师范学校 何雨湘 二等奖

浙江省 杭州市服装职业高级中学 夏伶煜 二等奖

浙江省 绍兴市职业教育中心 熊诗倩 三等奖

重庆市 重庆市九龙坡职业教育中心 黄心竹 三等奖

河南省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刘炎霞 三等奖

山东省 山东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郭璇 三等奖

大连市 大连模特艺术学校 尹妍婷 三等奖

厦门市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黄晓玲 三等奖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职业技术学校 王晴 三等奖

2019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模特表演赛项获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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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项名称 模特表演 组别 平面模特展示

参赛队伍 参赛院校 参赛选手 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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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湖南省艺术学校 陈妮萨 三等奖

河南省 焦作市职业技术学校 郭旭莹 三等奖

广东省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李晓雨 三等奖

广东省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罗善怡 三等奖

福建省 福建省福州文教职业中专学校 邱虹铭 三等奖

湖南省 株洲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杨子娟 三等奖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张峦娜 三等奖

重庆市 重庆艺术学校 王君溢 三等奖

河南省 郑州市财经学校 崔璐文 三等奖

厦门市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黄宛婵 三等奖

重庆市 重庆艺术学校 韩旭 三等奖

广东省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马嘉珺 三等奖

山东省 山东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杨晓煊 三等奖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 眭嘉瑜 三等奖

广东省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梁晓芬 三等奖

福建省 福建省漳州第二职业中专学校 吴宇婷 三等奖

河南省 洛阳旅游学校 董桧荣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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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伍 参赛院校 优秀指导教师

江苏省 江苏模特艺术学校 宋媛媛

河南省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王伟宏

江苏省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许燕

深圳市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职业技术学校 徐天一

潘晓玲

郑晶晶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 邢丹丹

原野

徐青

湖南省 长沙财经学校 吴琼军

江苏省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徐旸

江苏省 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 刘爽

重庆市 重庆市九龙坡职业教育中心 罗一鸣

优秀指导教师

宁波市甬江职业高级中学宁波市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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