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1 陈杨 嵊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金奖

2 孙萌宇 烟台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金奖

3 吴海燕 江苏省金坛中等专业学校 金奖

4 赵翠 德江县中等职业学校 银奖

5 周姝敏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银奖

6 周俊飞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银奖

7 杨龙女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银奖

8 莫海莹 广西纺织工业学校 银奖

9 安星春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市民族职业技术学校 铜奖

10 刘珍秀 嵊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铜奖

11 彭艳 吉首市民族幼儿师范学校 铜奖

12 陆福丽 盘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铜奖

13 朱蕾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铜奖

14 陈璐 广州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铜奖

15 陈晓宇 江苏省金坛中等专业学校 铜奖

16 罗玉萍 重庆工商学校 铜奖

17 苏兆伟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铜奖

18 王辰明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优秀奖

19 刘佳敏 德江县中等职业学校 优秀奖

20 王璐 蚌埠工艺美术学校 优秀奖

21 曹小华 常熟理工学院 优秀奖

22 冯乔发 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奖

23 袁田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优秀奖

24 姜越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25 周秀妹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奖

26 杨厚凤 盘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奖

27 苏月玲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奖

第五届中国服装创意设计与工艺教师技能大赛获奖结果

项目一：时尚女上衣立体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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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服装创意设计与工艺教师技能大赛获奖结果

序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1 李冰 烟台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金奖

2  黄玲玲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金奖

3 李好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金奖

4 江雪娜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金奖

5 李媛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银奖

6 陈秋梅 广西纺织工业学校 银奖

7 智绪燕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银奖

8 宋明霞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银奖

9 田亮东 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银奖

10 裘露 嵊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银奖

11 姚其红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银奖

12 罗青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银奖

13 庄鹏姬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铜奖

14 许亭玉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铜奖

15 苑敏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铜奖

16 李莉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铜奖

17 胡雪丽 蚌埠工艺美术学校 铜奖

18 胡叶 杭州市服装职业高级中学 铜奖

19 王彩霞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铜奖

20 陶文娟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铜奖

21 孙琪 嵊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铜奖

22 唐程程 温州技师学院 铜奖

23 王可沁 杭州市服装职业高级中学 铜奖

24 郑红霞 江苏省金坛中等专业学校 铜奖

25 张青夏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铜奖

26 曾玉梅 盘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奖

27 何歆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优秀奖

28 康静 广西纺织工业学校 优秀奖

29 刘春伶 四川省蚕丝学校 优秀奖

项目二：合体小礼服创意立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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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服装创意设计与工艺教师技能大赛获奖结果

序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30 余媛媛 普定县中等职业学校 优秀奖

31 张文琪 青岛华夏职业学校 优秀奖

32 张婷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33 钟晓旋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优秀奖

34 朱莉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35 章铠璐 新昌技师学院 优秀奖

36 丁颖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37 陶静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奖

38 王志凤 四川省蚕丝学校 优秀奖

39 施展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40 韦欢芸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优秀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1 李凯丽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金奖

2 庞鹏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金奖

3 戴文捷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金奖

4 郭安琪 烟台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金奖

5 秦傲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银奖

6 程锦珊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银奖

7 韩思琪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银奖

8 马宇丽 广西纺织工业学校 银奖

9 周旖旎 四川省蚕丝学校 银奖

10 汪烨 江西服装学院 银奖

11 姜明明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银奖

12 张金滨 内蒙古师范大学 银奖

13 康慧 蚌埠工艺美术学校 铜奖

14 邱廿 泸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铜奖

15 潘露琪 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 铜奖

16 孟晓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铜奖

17 梅笑雪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铜奖

项目三：服装拓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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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服装创意设计与工艺教师技能大赛获奖结果

序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18 张静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铜奖

19 刘洁林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铜奖

20 苏源 广西纺织工业学校 铜奖

21 陈宝迁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铜奖

22 孙嘉庆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铜奖

23 张晶暄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铜奖

24 柳文海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优秀奖

25 宁萌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26 张雪云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27 郑静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28 蔡南雪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优秀奖

29 杨玉灵 杭州市服装职业高级中学 优秀奖

30 许敏 江苏省金坛中等专业学校 优秀奖

31 陈欣媛 新昌技师学院 优秀奖

32 彭鑫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33 梁苑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优秀奖

34 韩晶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奖

35 李敏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优秀奖

36 黄璟 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奖

37 李芸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38 张叶昕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1 陈满红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金奖

2 王琦 新昌技师学院 金奖

3 娄妍 紫云县中等职业学校 金奖

4 曹桢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银奖

5 汪林 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 银奖

6 冯美芳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银奖

7 邱衍林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银奖

项目四：制版与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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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服装创意设计与工艺教师技能大赛获奖结果

序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8 唐吉群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银奖

9 凌思秀 临沂市工业学校 银奖

10 黄国燕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铜奖

11 陈中才 云阳职业教育中心 铜奖

12 朱兆惠 泸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铜奖

13 卓开霞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铜奖

14 李卫娜 烟台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铜奖

15 王玉兰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铜奖

16 王佳凤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中等职业学校 铜奖

17 陈莉芳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铜奖

18 方建军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铜奖

19 刘勇 蚌埠工艺美术学校 优秀奖

20 韦雪婷 广西纺织工业学校 优秀奖

21 舒金梅 四川省蚕丝学校 优秀奖

22 叶娟 常德财经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23 郑华玉 日照市农业学校 优秀奖

24 沈春丽 盘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奖

25 王开玲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26 王平平 新昌技师学院 优秀奖

27 马宝利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优秀奖

28 戎珵璐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29 白嘉良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优秀奖

30 尹晓霞 日照市农业学校 优秀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1 陈杨 嵊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最佳造型奖

2 曹桢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最佳工艺奖

3 周旖旎 四川省蚕丝学校 最佳人气奖

4 李冰 烟台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最佳风格奖

单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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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服装创意设计与工艺教师技能大赛获奖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7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广西纺织工业学校

最佳组织奖

单位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烟台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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