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州市教育局科室函件

2022年徐州市职业学校教学大赛获奖名单

公示
各职业学校:

根据《关于举办2022年徐州市职业学校教学大赛的通

知》的有关要求,组织专家对我市195项教学大赛作品进行

了网上评审。共评选出一等奖38项、二等奖59项、三等奖

42项。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示(详见附件) 。

公示期2022年6月2日一6月9日。

若有异议,请以书面信函形式向市职成研究室反映。

通讯地址:徐州市新生街76号职成研究室

邮政编号: 221000

联系电话: 0516-83820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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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教师姓名 获奖等第

1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张庭婷、王海龙、李洁 一等奖

2 徐州机电工程学校 张瀚艺、蒋一凡、卢吉丽、陆晓燕 一等奖

3 江苏省徐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 董靖、邱燕、马全德、岳娓娜 一等奖

4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何宁 杨敏 王心缘 高丁丁 一等奖

5 江苏省车辐中等专业学校 梁全德、衡思艳、倪田 一等奖

6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李党辉、王蕾、宗艺 一等奖

7 江苏省邳州中等专业学校 何元，王琳婷，包颖 一等奖

8 徐州机电工程学校 王昊、常旭晨、张雪洋 一等奖

9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李素英  薛加强 刘佳婕 一等奖

10 徐州机电工程学校 李明地、程刚、朱欣 一等奖

11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徐敏、李小凤、王璐莹、刘德群 一等奖

12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赵子楚，朱宇晴，祖晓洁，张丹 一等奖

13 江苏省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田欣、张萍、司莉萍、周丹 一等奖

14 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 刘小飞、张琳、董玉宽 一等奖

15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学校 许柯 陈莉 杜登辉 王辉 一等奖

16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朱琳、陆思农、乔煦、王春玮 一等奖

17 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 张文枚、王钊 一等奖

18 江苏省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杜春艳、吴琼、肖扬、姚成伟 一等奖

19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王芳、史志慧、曹朋会 一等奖

20 江苏省邳州中等专业学校 李林宣、惠源、刘淑文 一等奖

21 江苏省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张晓东、徐倩、王冉、李培英 一等奖

22 江苏省车辐中等专业学校 孙巧巧、肖群、李德 一等奖

23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谭龙、张元、冷冰 一等奖

24 江苏省徐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王彬、张晓亮、石勇、陈星凯 一等奖

25 江苏省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王笑、王震、徐艳丽、 一等奖

26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丁玲、任远、杨静、戚伟 一等奖

27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李望、王莉、徐亮、吕淑玲 一等奖

28 徐州机电工程学校 晁欢、顾宗皓 一等奖

29 江苏省邳州中等专业学校 韩涵 周磊 韩斌 张丹丹 一等奖

30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王凤丽、肖亮、何甜、魏凡 一等奖

31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韦清云、胡坤、金盈盈、刘娜娜 一等奖

32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谢滨如、牟珊珊、王坤、胡佳睿 一等奖

33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刘伟、王宁、李景、吴勃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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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张平、万广伟、李秉遥、付舒涵 一等奖

35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李修彤、井晶、郭法宝、王伟 一等奖

36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张亚、庄之晗、陈丹彤 一等奖

37 江苏模特艺术学校 王元、佟童、刘子睿、安小宁 一等奖

38 江苏省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李欧洲 韦豪余 李晓婷 一等奖

39 江苏省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朱锐、郭晗、胡娟霞、胡婷 二等奖

40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学校 刘涵 李洁睿 二等奖

41 江苏省邳州中等专业学校 刘红、吴洁、刘红 二等奖

42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沈美荣、徐敏 二等奖

43 徐州安保中等专业学校 闫艳丽 孙长锋 褚勉 二等奖

44 江苏省徐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 张小苗、王艳、王浩 二等奖

45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张丽、魏凤 二等奖

46 江苏省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陈洁、吴丹丹、李峰、邵文佳 二等奖

47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学校 刘乐   季双双  张晓燕 二等奖

48 徐州机电工程学校 张智慧、来宇、王迪 二等奖

49 江苏省新沂中等专业学校 邢莲文、孙四练、米明侠 二等奖

50 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 戎龙福、胡超、卓异、夏梦楠 二等奖

51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房敏、梁素云、李佩 二等奖

52 江苏省徐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 陈春兰  王清萍  何楚 二等奖

53 江苏省邳州中等专业学校 李梦如、张学梅、刘龙、陈帆 二等奖

54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代兰峰 温灿灿 张建立 二等奖

55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学校 窦娜 张晓荣 张梅 二等奖

56 江苏省邳州中等专业学校 徐艳 滕秀琳 周海燕 张茂慧 二等奖

57 江苏省徐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 张燕、张沛沛、李园园 二等奖

58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马贤、刘雨艳、祁璐、朱久堂 二等奖

59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周仓、朱一迪、董志校 二等奖

60 江苏省邳州中等专业学校 王克国、徐敏、林浩 二等奖

61 江苏省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赵乘奔、高晶、杨永超、赵楠 二等奖

62 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 万雨林  许猛  代骞  仝耀 二等奖

63 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 吴海兰  李爽  杨杨  陈琛 二等奖

64 江苏省沛县中等专业学校 袁倩、孟凡林、张素贞 二等奖

65 江苏省徐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 潘雪梅、王伟 二等奖

66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牛小杰、佟光进、周忠云、相艳 二等奖

67 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 徐艳英  刘棋  马庆  孔娜娜 二等奖

68 徐州机电工程学校 张孝宇、欧阳淑梅、刘珊珊 二等奖

69 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 吴玉莹  段崇秀 甄莹 二等奖



70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李嫚、彭强、李杨 二等奖

71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渠海荣、王思原、卜庆锋 二等奖

72 江苏省新沂中等专业学校 吴双、陈思玲、袁子惠 二等奖

73 江苏省邳州中等专业学校 冯业云、赵冰、周小娜、王志国 二等奖

74 江苏省车辐中等专业学校 孙晶、陈雅楠、祝青 二等奖

75 江苏省新沂中等专业学校 郭丹丹、张婷、秦安琪、周敏 二等奖

76 江苏省徐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 朱胜男   段园园   王兆军 二等奖

77 徐州机电工程学校 姚均飞、汪文彬、陈丹丹 二等奖

78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王玮、陈玲、魏子栋 二等奖

79 江苏省徐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 高扬、王芳、李强 二等奖

80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学校 朱兵缘、姚桂山 、李萌 二等奖

81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邢如意、李冉、王观英、孙其法 二等奖

82 江苏省新沂中等专业学校 李丽、曹元娟、冯玉 二等奖

83 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 王静  陈计威  仝磊  刘明 二等奖

84 江苏省贾汪中等专业学校 张恒升 武柳 魏胡 二等奖

85 江苏省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张宁、臧平平、孙振凯、唐雪慧 二等奖

86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原、魏巍、刘曼、陈笑寒 二等奖

87 江苏省邳州中等专业学校 陈金平、杨琳、刘业、李雨泽 二等奖

88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学校 杨冬梅、时丕晓、朱韵韵、卢瑾 二等奖

89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刘瑞娟 范俏俏 朱苗苗 二等奖

90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冯聪、朱鸿鹄、陈镜檀、田雪芹 二等奖

91 江苏省贾汪中等专业学校 周雷霆 李巧娜  王盼君 二等奖

92 江苏省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洪瑶、杨希、曹秀秀、黄磊 二等奖

93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张晓骞、周鹭、陈宇梅 二等奖

94 徐州机电工程学校 马萱萱、黄英 二等奖

95 徐州机电工程学校 韩栩、陈维君、孙晓凝 二等奖

96 江苏模特艺术学校 石茹、张丽婷、严维畅 二等奖

97 徐州安保中等专业学校 牛彪、朱锋 二等奖

98 江苏省新沂中等专业学校 沈大亮、陈莉、巩杨 三等奖

99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韩雪、魏梦娇、岳涛 三等奖

100 江苏省沛县中等专业学校 李凤  惠毅龙 三等奖

101 江苏省徐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韩宜晶、刘宁波、吕甜甜、孟磊 三等奖

102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杜玉慧、周维、史青松 三等奖

103 江苏省新沂中等专业学校 温亚明、张珊珊、杨洪瑞 三等奖

104 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 常兴  常瑞娜  王莹  孙春霞 三等奖

105 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 冯莉  杨立岩  李香贺  刘勇 三等奖



106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蒋婷婷、唐锐 三等奖

107 江苏省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秦君艳、蒋壮壮、王利云 三等奖

108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齐磊、刘苗苗、李丹 三等奖

109 徐州高等师范学校 彭妍秋，王维，高超 三等奖

110 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 高凤娟、徐垚、汤露露、缪晨璐 三等奖

111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高洁、窦琳、张英梅 三等奖

112 徐州高等师范学校 许建华、孙晋芳、王安琪、段鸣 三等奖

113 徐州机电工程学校 乔玲会、朱学扬、赵甫 三等奖

114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张军  许岩  李丽娜 三等奖

115 江苏省徐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 孙涛，范道海，房莉 三等奖

116 江苏省徐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 胡惠惠、王莉、单小娟 三等奖

117 江苏省邳州中等专业学校 何美贤   高瑞程    吴军 三等奖

118 江苏省邳州中等专业学校 韩嵩、王苗、卢嘉宁、刘友前 三等奖

119 江苏省新沂中等专业学校 孙莉、何莉、何福军 三等奖

120 江苏省徐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 陈丹 周晨 李坤 三等奖

121 江苏省车辐中等专业学校 王选君 朱凡 王茹 三等奖

122 江苏省徐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祖家政，孙艳，杨宗福 三等奖

123 江苏省车辐中等专业学校 皮衍秋、戴鑫鑫、武恒交 三等奖

124 江苏省邳州中等专业学校 王璐、陈晨、魏群 三等奖

125 江苏省徐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孙健翔、王聪、王士龙 三等奖

126 江苏省新沂中等专业学校 平莉艳、姚明、陈艳 三等奖

127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张耀文 、蒋先梅 、梁俏 三等奖

128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学校 张贤秀 占强 马婵媛 三等奖

129 江苏省车辐中等专业学校 王永英  李丽丽  白宗辉 三等奖

130 江苏省徐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李娜、冯昭军、刘昕、王淑惠 三等奖

131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郭蕾、曹慧、汤洋洋 三等奖

132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张楠、齐越、仝瑶 三等奖

133 江苏省徐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孟扬、钱静、杜艳卿 三等奖

134 江苏省沛县中等专业学校 刘华莎，陆法朵，刘培强 三等奖

135 江苏省沛县中等专业学校 王芬     魏磊 三等奖

136 江苏省沛县中等专业学校 刘长虹  李亚 三等奖

137 江苏省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张恒岩、潘晶、雷雯、杨阳 三等奖

138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芦圆圆  钱雪 三等奖

139 徐州安保中等专业学校 李良  孟立  朱广健  高寅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