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广西中职“创新杯”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 

和说课大赛初评结果 
 

几点重要说明： 

1.根据大赛通知规定，初评拟获一等奖的选手和国赛候选选手必须参加现场决赛，经过现场考核和培训方可确定为国赛正式选手和后备选手。 

2.初评和现场决赛侧重考察教学设计，对于拟获一等奖和国赛候选的作品，特别看重作品是否有创意、特色和提升潜力（空间），即在国赛总决赛时

是否有竞争力，是否能够为广西挣得高级别奖项。 

3.由于公共艺术、建筑类、服装工美和农林类专业参赛作品较少，不足以选拔出 5 位具有国赛竞争力的选手，将在不影响初评结果的基础上继续征集

参赛作品。 

4.体育与健康课程委托广西学校体育卫生艺术学会中职中专分会专门举办复赛（选拔国赛选手），出于更多、更好地锻炼选手、提升竞争力的目的，

初赛一、二等奖选手均参加复赛。其它学科专业的复赛由中心于 9 月份统一组织国赛候选选手参加。最终选拔出 15 个国赛学科专业、每个学科专业各 5

位正式选手和 1-2 位后备选手。后备选手享有顶替因故不能参赛的正式选手参加全国总决赛、免费参加中心集训和推荐观摩全国总决赛的权利。 

5.微课、课件单项奖是选取参赛作品中微课、课件评分排名前 30-40%的优秀作品颁发一、二等奖。其余作品中的微课、课件存在较多问题，所以不再

设置三等奖。 

一、德育与文化基础课 

编号 学校名称 姓名(含合作者) 课题名称 学科专业 拟获奖等级 
国赛

候选 

1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谢春梅 钟儒 韦芳 杨明  樊慧冰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语文 一等奖 是 

2 广西交通运输学校  黄全州、金琼贺  念奴娇·赤壁怀古 语文 一等奖 是 



3 广西南宁高级技工学校  黄春梅 李心田 黄卉  项链  语文 一等奖 是 

4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韦江莲、苏小华、杨秀华、甘蒙燕、蓝美新  荷花淀 语文 一等奖 是 

5 柳州市交通学校  白志荣 说好普通话 ZCS-ZHCHSH  语文 一等奖 是 

6 广西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廖锡娟、罗星永  致橡树  语文 二等奖 是 

7 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陆艳兰、唐璐璐、张洁媛、龙霞  口语交际——劝说 语文 二等奖 是 

8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滕传姮 卢秋蓉 黄柳红 钟朝付  自我介绍 语文 二等奖   

9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黄于芳 李满棠 黄雪梅  齐人有一妻一妾 语文 二等奖   

10 广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邱兰钧  应用写作 自我鉴定 语文 三等奖   

11 钦州市合浦师范学校  徐梅凤  我爱这土地 语文 三等奖   

12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陈越  雷雨 语文 三等奖   

13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龚婷 林博韬、曾洁锟  麦当劳中的中国文化表达  语文 三等奖   

14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梁晓 曾洁锟  我愿意是急流  语文 三等奖   

15 广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张智玲  数控车床控制面板之英文按钮  英语 一等奖   

16 柳州市鹿寨职业教育中心  邱洪汝、郑慧云、陶庆华、冯良武、谢静 Unit 3 Outdoor activities  英语 二等奖   

17 桂东卫生学校  古萍  Unit6 weather  英语 三等奖   

18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曾绍彬  Unit5 Reading &Writing  英语 三等奖   



19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甘燕丽,韦淼,袁利,黄云龙  电容器及电容器的应用 物理 一等奖 是 

20 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邓容超 梁胜雄 杨经 吴明华  物理 互感和变压器  物理 一等奖 是 

21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陈明耀 庞钧文 彭伟健 梁杰 甘成君  探究磁生电的条件  物理 一等奖 是 

22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梁健菁 黄柳红 庞钧文 晏晓军 李勇华  光的全反射 物理 一等奖 是 

23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雷艳秋 潘海英 梁朝益 苏小华 李涛涛  色环电阻阻值的读取 物理 二等奖 是 

24 广西交通运输学校  杨宇清 韦远望 覃熳  电磁感应现象与感应电流方向  物理 三等奖   

25 广西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李  娜、赵东明、韦昌贵、李维欣 壮族健身操 体育与健康 一等奖 是 

26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彭乐延、范莉莉、杨  健、梁春燕 气排球正面双手垫球 体育与健康 一等奖 是 

27 广西物资学校 陈丽梅、苏 奕、杨伟燕、黄信斌 气排球体侧双手垫球 体育与健康 一等奖 是 

28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庞庭锋、韦 军、陈 刚 趣味长棍舞花 体育与健康 一等奖 是 

29 广西城市建设学校 王玖华、王艳梅、黎艳芬 民族传统体育—竹竿舞 体育与健康 一等奖 是 

30 玉林市卫生学校 梁益珍、陈智勇、覃良冠 气排球正面传球 体育与健康 一等奖 是 

31 南宁市卫生学校 蒋  华、李海英、许剑霞、赵忠玲 舞动青春，活力四射 体育与健康 一等奖 是 

32 广西机电工业学校 岑玉明、俞  曦、叶 平 气排球正面双手垫球 体育与健康 二等奖 是 

33 广西城市建设学校 谭佩勤、王艳梅、雷有为 气排球网前小球处理技术 体育与健康 二等奖 是 

34 广西商业学校 谢俊锋、陈建津、盘金洪 高脚竞速（高脚马） 体育与健康 二等奖 是 



35 广西右江民族商业学校 伍娟、韦国富 气排球正面双手垫球 体育与健康 二等奖 是 

36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周星臣、黄雪梅、贾  锋 足球脚内侧踢球 体育与健康 三等奖   

37 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 方俊尧、覃海云、黄 孝、陈世锋 篮球单手肩上投篮 体育与健康 三等奖   

38 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  施媚、覃柳红、彭莉莉、秦金桃、玉志新  篮球的单手肩上投篮技术  体育与健康 三等奖   

39 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  冯芮  交集与并集  数学 一等奖 是 

40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王春勇 排列与组合 数学 一等奖 是 

41 广西商业学校  唐开印 计数原理  数学 一等奖 是 

42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李华艳  弧度制 数学 一等奖 是 

43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彭莉、韩徽、邓嘉、赖世峰、马燕兰 两个计数原理 数学 一等奖 是 

44 横县职业教育中心  梁玉婵 梁秀丽 唐文琼  
数列实际应用举例——单利与复

利  
数学 二等奖 是 

45 
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

学校  
林月荣  等差数列  数学 三等奖   

46 
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

学校  
陈流  时代特点鲜明的明清文化  历史 三等奖   

47 广西物资学校   钟燕、蒙慧敏、杨伟燕  
闻“香”识“花”——《茉莉花》

音乐教学 
公共艺术 一等奖 是 

48 南宁市卫生学校  黄艳、黄名燕、戴爱玲 护士妆容礼仪 公共艺术 一等奖 是 

49 象州县职业技术学校  吴家成、韦熊华、周与秀、廖崇江、张 鹏  走进影视音乐  公共艺术 三等奖 是 



50 广西物资学校 唐金玉、蒙慧敏、梁凤梅 一笔一划保权益  德育 一等奖 是 

51 广西物资学校 陈静、何其华、郭海君、蒙慧敏、杨伟燕  
化蛹成蝶——做好由学校人到职

业人的角色转换  
德育 一等奖 是 

52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欧永灵 覃艳肖 韩勇 黄丹峻  感恩有您  德育 一等奖 是 

53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覃燕 曾奕 韦俐玲 周冰 彭耀春 崇尚程序正义  德育 一等奖 是 

54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龚丽丽 谌湘芬 陈丹媚 汤恳媚 梁丹妮  
在践行职业道德中养成良好的职

业行为习惯 
德育 一等奖 是 

55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莫云  发展变化与顺境逆境  德育 二等奖 是 

56 玉林市卫生学校  林广婷、严淑玲、刘锐、覃良冠  消费和消费观  德育 二等奖 是 

57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莫敏 韦俐玲 蒋科  能力及其提高  德育 二等奖   

58 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杨筱玲、梁莹、盛志榕  职业道德培养  德育 二等奖   

59 南宁市卫生学校  潘馨声  预防一般违法行为  德育 二等奖   

60 横县职业教育中心  李宏富 何维竞 唐秀恒 韦金慧 刘昌业 坚持内外因相结合促进人生发展  德育 二等奖  

61 广西纺织工业学校 黄彩燕、施道闪、唐艳娟  预防犯罪 德育 三等奖   

62 广西交通技师学院 黄英姑、刘婷、杨阳） 心理调适方法 ABC 德育 三等奖   

63 南宁市卫生学校  蓝悦嘉，黄麒霖，肖雯  了解自我，接纳自我  德育 三等奖   

64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刘超群  劳动合同  德育 三等奖   

65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马洁  洋流   地理 三等奖   



 

 

  



二、工科类 

编号 学校名称 姓名(含合作者) 课题名称 学科专业 获奖等级 
国赛

候选 

1 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  李艳萍、侯春娥、施媚、覃柳红、彭莉莉  晶体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电子 一等奖   

2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雷艳秋 潘海英 梁朝益 李涛涛  组装调光灯  电子 一等奖   

3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梁春强，黄婷，雷艳秋  多功能控制器装配与维修 电子 一等奖   

4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陈勇言 赵天新 陈兵 吴伟琼 曾萍子  日光灯的安装  电子 一等奖   

5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赵天新 梁静海 陈育  LM317 可调稳压电源电路安装与检修 电子 一等奖   

6 广西南宁高级技工学校  刘能兵、韦艳云、莫振成  液晶电视电源板故障检测  电子 二等奖   

7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马振文、谢文宗、邓祺、陈璐璐  霓虹灯闪烁控制  电子 二等奖   

8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陈兵 何勉 赵天新 陈勇言 佟建波  多功能控制器的装配与维修  电子 二等奖   

9 广西机电工业学校  覃琳 罗捷 罗有光 黄格 《PCB 制板》热转印制板  电子 三等奖   

10 贵港市职业教育中心  梁协愉 制作户外站牌房产广告 广告 二等奖   

11 广西商业学校 刘长益 PLC 控制电动机单向连续运转 机械类 一等奖 是 

12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王晓明、伦洪山、梁洁波、冼钢  
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系统设计与装

调 
机械类 一等奖 是 

13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杜武胜 陈明耀 庞钧文、梁洛铭 谭伟美  电动机连续运转控制电路  机械类 一等奖 是 

14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黄柳红 欧玲 郑莉莉 朱晓 杨萍  巧用阵列工具设计中国结 机械类 一等奖 是 



15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梁洛铭  电动机连续运转控制电路的安装  机械类 一等奖 是 

16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张正德  刀具半径补偿的应用  机械类 二等奖 是 

17 广西第一工业学校  吴桂勇 杨品军 王志华 梁蕾  塑料模分型面设计 机械类 二等奖   

18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邓芳灵 许景华 牙钧世  3B 代码直线段手工编程 机械类 二等奖   

19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候文莉，韦慧，覃元庆 坐标旋转的应用  机械类 二等奖   

20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李勇华  轴向切削循环 G90 机械类 二等奖   

21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梁远君 欧玲 黄华 黄柳红 谭伟美  认识游标卡尺 机械类 二等奖   

22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欧玲 李婵 黄华 唐清 李林  滚花零件加工 机械类 二等奖   

23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韦秀妹 画组合体视图的方法与步骤  机械类 二等奖   

24 广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胡新德  单面焊双面成形技术 机械类 三等奖   

25 广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林翠虹 车工技能训练：高速钢车槽刀的刃磨  机械类 三等奖   

26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欧玲 谭伟美 杨萍 黄柳红 郑莉莉  咖啡杯的绘制 机械类 三等奖   

27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庞钧文  鼠标模具加工  机械类 三等奖   

28 广西工商学校  邓紫薇、潘玉、韦文  影视后期制作  计算机类 一等奖 是 

29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苏小华 韩勇 雷艳秋 张小玲 牙韩权  《燃烧效果的制作》 计算机类 一等奖 是 

30 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李变花 黄燕玲  玉莹莹 梁誉耀  
邮情邮意故乡美——PS 制作纪念邮

票  
计算机类 一等奖 是 



31 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梁丹丹、李晓霞、梁建、何宇  
《对你，“琴”有独钟——Flash 按

钮元件》  
计算机类 一等奖 是 

32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孙莉莉 陈珍珍 吕相勇 陈小丽 冯旭  
神奇的图层样式——利用 Photoshop

制作 App 界面按钮 
计算机类 一等奖 是 

33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郑莉莉 罗伦红 梁春燕 文卫 杨枝露  邮件合并在颁奖典礼中的高效应用  计算机类 一等奖 是 

34 广西华侨学校 蒙守霞 基础图案  计算机类 一等奖 是 

35 广西贺州高级技工学校  谢爱莲 朱丽萍 李  超  “脑筋急转弯”交互动画制作  计算机类 二等奖   

36 广西机电工业学校  谈文洁、林秀朋、陈海娟、蒙俊健、石华  二极管检测 计算机类 二等奖   

37 广西交通运输学校 陆蓉 设计与制作凉茶户外广告 计算机类 二等奖   

38 广西交通运输学校  王宇浩、蒋文有、黄祖栋、何军  单片机控制数码管动态显示  计算机类 二等奖   

39 贵港市职业教育中心  梁晓晓 谢端  
超现实图片合成——图层蒙版的应

用  
计算机类 二等奖 

  

40 贵港市职业教育中心  梁晓晓 谢端   艺术文字的制作 计算机类 二等奖   

41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蓝艳桃 戴琪瑛 莫涛涛  唇彩海报制作 计算机类 二等奖   

42 横县职业教育中心 莫东冬 零逍 潘银针 黄雪英 黄彩英  3DS MAX—车削修改器  计算机类 二等奖   

43 横县职业教育中心  唐文琼  麦秀芬  《剪贴蒙版形状秀》  计算机类 二等奖   

44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陈超  3ds max 之地脚线制作  计算机类 二等奖   

45 南宁市卫生学校  戴爱玲 黄莹 吴玉杰  解剖计算机  计算机类 二等奖   

46 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锦 韦积明 邓容超 卢仕斌  遮罩动画  计算机类 二等奖   



47 
玉林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封春年、陈秋雪  神奇的引导线  计算机类 二等奖 

  

48 玉林市机电工程学校  陈锦秀 陈海敏  影视后期之父子关系和运动路径  计算机类 二等奖   

49 广西商业学校  覃少巍  电脑不开机故障检测与排除 “ 计算机类 二等奖   

50 广西物资学校  农丽艳、陈晨、张丽珍、傅渝萱、宋军  平面广告设计 计算机类 二等奖   

51 广西交通运输学校 陆 蓉 钟建敏、陈金红、兰兵 设计与制作凉茶户外广告 计算机类 二等奖   

52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陈旎 莫爱琳 陈香君 黄家婵  图文组合名片设计  计算机类 二等奖   

53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陈香君 庞林 陈兵 陈旎  动画原理——预备动作  计算机类 二等奖   

54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陈珍珍 李月华 庞林 莫爱琳  绘制向日葵—按规则复制 计算机类 二等奖   

55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梁春燕 班祥东 覃容飞 莫爱琳  花间的舞者—引导动画 计算机类 二等奖   

56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莫爱琳 陈旎 梁春燕 包书芳 张敏  
《利用 Photoshop设计房地产户外广

告》 
计算机类 三等奖 

  

57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周健华 余海斌 莫爱琳 符平新 孙莉莉  微型计算机硬件的组装  计算机类 二等奖   

58 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  彭莉莉、覃柳红、施媚、秦金桃  网络防病毒技术  计算机类 三等奖   

59 广西第一工业学校  梁蕾 杨品军 吴桂勇 王志华  直通线的制作  计算机类 三等奖   

60 广西纺织工业学校  张永兴、蔡紫涵、刘志刚  “纸”尖上的弹力球  计算机类 三等奖   

61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李雪媚、秦洁、樊丁荧  网络综合布线  计算机类 三等奖   

62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邢炜妃、张莹、崔毅 引导层动画制作 计算机类 三等奖   



63 广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韦婵娟  
微课教学 Flash 设计与制作 遮罩动

画制作——春暖花开  
计算机类 三等奖 

  

64 广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牙玉兰  

微课教学 Photoshop 平面设计与制

作 通道的应用及图像批处理——秋

天来了 

计算机类 三等奖 

  

65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陈超、徐娟、李璐  硬盘分区  计算机类 三等奖   

66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黄巧芳、曾奕、周凌、伍孙强 PPT 基本操作——猜猜我是谁  计算机类 三等奖   

67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周凌、李婷  安装操作系统  计算机类 三等奖   

68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黎芷杉、李雪媚、樊丁荧  网页制作  计算机类 三等奖   

69 广西质量技术工程学校  杨燕轲  图形图像设计  计算机类 三等奖   

70 
巴马瑶族自治县职业教育中

心  
何育霖  《WindowsXP 管理文件》 计算机类 三等奖 

  

71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王钰梅 梁晓琳 彭伟健  软质包装容器造型设计 计算机类 三等奖   

72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朱燕 王钰梅 李月华 陈宇斌 郑莉莉  网页布局相关知识  计算机类 三等奖   

73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彭凤英  幸运大抽奖——数组的应用 计算机类 三等奖   

74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李婵 黄柳红 梁健菁 庞钧文 滕传姮  美丽家园——图案填充  建筑类 一等奖 是 

75 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谢明珍、孙志丽、滕智升  
《弹奏绘屋曲—快速绘制建筑平面

图》  
建筑类 一等奖 是 

76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何勉 佟建波 陈兵 曹宏志  可视对讲门禁系统安装与调试  建筑类 二等奖 是 

77 玉林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 胡绍祥 刘雪平  全站仪水平角测量 建筑类 三等奖   



校  

78 广西机电工业学校  
农晓春、姚杜琳、余乃钊、韦宇帝、黎耀

平  
遥感影像地类判读 工程测量专业 建筑类 三等奖 

  

79 广西交通技师学院  罗万庆、刘小强、梁华、廖作兴  活塞连杆组拆装 汽车类 一等奖 是 

80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黄彩娟 何沂畅 陈兵 覃梅英 甘成君  汽车保险丝 汽车类 一等奖 是 

81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邱萍  发动机的构造与维修  汽车类 一等奖 是 

82 广西交通技师学院  宾菲、韦双、何弘亮  汽车发动机喷油器故障检修 汽车类 二等奖 是 

83 广西交通技师学院  李海贤、唐李珍、刘小强、潘利丹 汽车继电器的认识与检测  汽车类 二等奖 是 

84 广西交通技师学院  徐文芽、黄明祖、刘婷、凌雪莹、李作堂  车身修复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汽车类 二等奖 是 

85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黄睿德、黄宇军、雷冰  汽车维修与钣金  汽车类 三等奖   

86 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李荣华 黄锦全  轮胎与车轮动平衡 汽车类 三等奖   

87 
玉林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范怀宇 邱健华 杨武全 黄吉波  客户接待  汽车类 三等奖 

  

88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莫小聪、张钊、吴开旭、黄丹  平面直角坐标系 数控 三等奖   

89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陈立昌、梁欣  螺纹切削循环加工指令 G92  数控技术 二等奖   

90 广西纺织工业学校  姚洁、雷敏、郭葆青、巴亮、梁慧婷  T 恤衫小样印制  数字印刷 一等奖   

91 广西机电工业学校  叶小拼、刘玲玲、谢磊、韦宇帝  滑坡的识别  

水文地质

与工程地

质勘察 

三等奖 

  



三、现代服务与农林类 

编号 学校名称 姓名(含合作者) 课题名称 学科专业 获奖等级 
国赛候

选 

1 梧州市卫生学校  张晓君  控制哮喘 畅快呼吸——平喘药  医药卫生类 一等奖   

2 玉林市卫生学校  蒋晗晖、陈璋、池东东、陈桂莲  静脉注射法  医药卫生类 一等奖   

3 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  梁启斌 韦秀丽 陆秋江 李彩新 罗莹  消化性溃疡病人的护理  医药卫生类 二等奖   

4 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 韦晓莲、欧阳愿忠、吴润田、韦柳春   微生物概述  医药卫生类 二等奖   

5 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  郭佩勤  受精  医药卫生类 三等奖   

6 北海市卫生学校 李培成  认识 X 线  医药卫生类 三等奖   

7 广西融水民族卫生学校 王灵英 静脉输液说课 医药卫生类 三等奖   

8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唐彬彬、李小玲、党偲月  食物的旅行 学前儿童卫生与保育  学前教育 一等奖 是 

9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曾奕、覃燕、黄巧芳、廖州萍  儿歌的特点  学前教育 一等奖 是 

10 
玉林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谭婷婷、冯娴、杨武全  儿童歌曲伴奏音型的选择  学前教育 一等奖 是 

11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陈叶燕 刘婷 杨洋 苏煜婷 范莉莉  寻找孔雀公主 学前教育 一等奖 是 

12 广西贺州高级技工学校  周艳 朱锋朝 陈光标 韦金梅  幼儿舞蹈创编——动作编排  学前教育 二等奖 是 

13 柳州市鹿寨职业教育中心  潘春玲、邓林林、韦玲  儿童歌曲弹唱《娃哈哈》  学前教育 二等奖   

14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黄家婵 莫爱琳 杨星 陈旎 陈兵  你玩我演  学前教育 三等奖   



15 广西华侨学校  张茜 唐秋妹 宁红 廖琼丽 戴岱 学做创业者 商贸类 一等奖 是 

16 广西机电工业学校 麦海  错账更正法 商贸类 一等奖 是 

17 广西商业学校  莫静宁 运动品牌商品陈列  商贸类 一等奖 是 

18 广西物资学校  
马莉、蒙慧敏、杨伟燕、苏杨梅、黄子

珊 
服装款式和颜色的挑选  商贸类 一等奖 是 

19 玉林市机电工程学校  陈海敏 陈锦秀 甘业萍  市场定位  商贸类 一等奖 是 

20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秦秋颐 郑莉莉 罗伦红 陈明耀 符平

新  
网店商品的五种基本布光及拍摄 商贸类 一等奖 是 

21 广西工商学校  张朝开、潘玉、邓紫薇、强亚男  西餐服务  商贸类 二等奖   

22 广西交通技师学院  毛伦庆、刘 婷、刘 石、何东梅  握手礼 商贸类 二等奖   

23 广西交通运输学校  庞丽艳、张妍  半自动打包机应用  商贸类 二等奖   

24 广西交通运输学校  张妍、 陈璐 、钟建敏  分拣作业 仓储与配送作业实务 商贸类 二等奖   

25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谢小文 覃宏  约当产量比例法 商贸类 二等奖   

26 广西物资学校  黄嘉嘉、张丽珍、陈娜那  
如何听事实——电子商务客服聆听

技巧之听事实  
商贸类 二等奖   

27 广西物资学校 冷玉芳、李翔、陆仁超、莫丽梅  朋友圈营销  商贸类 二等奖   

28 广西物资学校  
张秋霞、朱曼秋、陈娜那、张丽珍、潘

浩滨  

做好一名小出纳——提取现金业务

办理  
商贸类 二等奖   

29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张慧淳 陆惠叶  采购成本控制  商贸类 二等奖   



30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周昕昀、张剑曦、陈超、吴春芳  报销业务  商贸类 二等奖   

31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莫善婷 朱晓 宁静知 吴英兰 黄冰 微信红包如何缴税  商贸类 二等奖   

32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朱晓 邱诗琰 宁静知 莫善婷、黄冰 会计凭证的整理和装订  商贸类 二等奖   

33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罗旖旎 原始凭证的基本内容和填制  商贸类 二等奖   

34 广西桂林农业学校  赵 乐  旅游服务合同的生效要件  商贸类 三等奖   

35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党偲月、唐咸梅  仓储实务  商贸类 三等奖   

36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涂兰、何伟莎莎、李邦翠  国际货运代理  商贸类 三等奖   

37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钟培军 王明总 陈宇前  网页布局之框架网页建立与保存 商贸类 三等奖   

38 广西梧州商贸学校  黎茵、陆达毅  
网络整合营销应用(阿里旺旺即时通

信工具的应用)  
商贸类 三等奖   

39 广西右江民族商业学校  胡春艳  了解电子支付 商贸类 三等奖   

40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李春 陆惠叶 韦艳梅 吴桂梅 陈英  古董店店招的制作 商贸类 三等奖   

41 河池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覃佳佳 陈英 唐婕  《市场定位》  商贸类 三等奖   

42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李娜、刘玉琴、韦江彬、张全  定价策略的运用  商贸类 三等奖   

43 南宁市第三职业技术学校  郭刚秋、谢云、梁莹、龙叶鸿  刀切馒头的制作  商贸类 三等奖   

44 武鸣区职业技术学校  潘艳碧梁伟岳  Photoshop 通道抠图  商贸类 三等奖   

45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宁静知 朱晓 邱诗琰 莫善婷 秦秋颐  生产业务的确认记录——陶瓷生产 商贸类 三等奖   



46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许植楷 陈兵 宁维维  产品包装策划  商贸类 三等奖   

47 浦北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陆美静 餐厅折花 商贸类 三等奖   

48 桂林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周晶晶  税务登记 商贸类 三等奖   

49 广西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刘亮 潘立  病毒的鸡胚培养  农林类 一等奖 是 

50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黄荣春 陈玫 吴宏新 孙莉莉 刘玲伶  检查精液的品质  农林类 一等奖 是 

51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包书芳 莫爱琳 张敏 刘玲伶  新城疫  农林类 二等奖 是 

52 广西水产畜牧学校  朱瑜  鱼类生殖腺发育状况的判断  农林类 三等奖   

53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李璐、徐娟、陈超 陶泥世界——泥条盘筑  服装工美 一等奖 是 

54 永福县职业教育中心   刘进萍 褶裥裙款式设计 服装工美 一等奖 是 

 

四、微课、课件单项奖 

编号 学校名称 姓名(含合作者) 课题名称 学科专业 
获奖等

级 

1 广西物资学校 唐金玉、蒙慧敏、梁凤梅  一笔一划保权益  德育 一等奖 

2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覃燕 曾奕 韦俐玲 周冰 彭耀春 崇尚程序正义  德育 一等奖 

3 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  李艳萍、侯春娥、施媚、覃柳红、彭莉莉  晶体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电子 一等奖 

4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赵天新 梁静海 陈育  LM317 可调稳压电源电路安装与检修 电子 一等奖 



5 广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胡新德  单面焊双面成形技术 机械类 一等奖 

6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杜武胜 陈明耀 庞钧文、梁洛铭 谭伟美  电动机连续运转控制电路  机械类 一等奖 

7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梁洛铭  电动机连续运转控制电路的安装  机械类 一等奖 

8 广西工商学校  邓紫薇、潘玉、韦文  影视后期制作  计算机类 一等奖 

9 广西贺州高级技工学校  谢爱莲 朱丽萍 李  超  “脑筋急转弯”交互动画制作  计算机类 一等奖 

10 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李变花 黄燕玲  玉莹莹 梁誉耀  邮情邮意故乡美——PS 制作纪念邮票  计算机类 一等奖 

11 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梁丹丹、李晓霞、梁建、何宇  《对你，“琴”有独钟——Flash 按钮元件》  计算机类 一等奖 

12 广西华侨学校 蒙守霞  基础图案  计算机类 一等奖 

13 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谢明珍、孙志丽、滕智升  《弹奏绘屋曲—快速绘制建筑平面图》  建筑类 一等奖 

14 广西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刘亮 潘立  病毒的鸡胚培养  农林类 一等奖 

15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黄荣春 陈玫 吴宏新 孙莉莉 刘玲伶  检查精液的品质  农林类 一等奖 

16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黄彩娟 何沂畅 陈兵 覃梅英 甘成君  汽车保险丝  汽车类 一等奖 

17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谢小文 覃宏  约当产量比例法 商贸类 一等奖 

18 广西商业学校  莫静宁 运动品牌商品陈列  商贸类 一等奖 

19 玉林市机电工程学校  陈海敏 陈锦秀 甘业萍  市场定位  商贸类 一等奖 

20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秦秋颐 郑莉莉 罗伦红 陈明耀 符平新  网店商品的五种基本布光及拍摄 商贸类 一等奖 



21 广西商业学校  唐开印 计数原理  数学 一等奖 

22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陈明耀 庞钧文 彭伟健 梁杰 甘成君  探究磁生电的条件  物理 一等奖 

23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唐彬彬、李小玲、党偲月  食物的旅行 学前儿童卫生与保育  学前教育 一等奖 

24 
玉林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谭婷婷、冯娴、杨武全  儿童歌曲伴奏音型的选择  学前教育 一等奖 

25 梧州市卫生学校  张晓君  控制哮喘 畅快呼吸——平喘药  医药卫生类 一等奖 

26 玉林市卫生学校  蒋晗晖、陈璋、池东东、陈桂莲  静脉注射法  医药卫生类 一等奖 

27 广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张智玲  数控车床控制面板之英文按钮  英语 一等奖 

28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莫云  发展变化与顺境逆境  德育 二等奖 

29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龚丽丽 谌湘芬 陈丹媚 汤恳媚 梁丹妮  在践行职业道德中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 德育 二等奖 

30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李璐、徐娟、陈超 陶泥世界——泥条盘筑  服装工美 二等奖 

31 永福县职业教育中心 刘进萍 褶裥裙款式设计 服装工美 二等奖 

32 广西物资学校   钟燕、蒙慧敏、杨伟燕  闻“香”识“花”——《茉莉花》音乐教学 公共艺术 二等奖 

33 南宁市卫生学校  黄艳、黄名燕、戴爱玲 护士妆容礼仪 公共艺术 二等奖 

34 广西第一工业学校  吴桂勇 杨品军 王志华 梁蕾  塑料模分型面设计 机械类 二等奖 

35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王晓明、伦洪山、梁洁波、冼钢  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系统设计与装调 机械类 二等奖 

36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邓芳灵 许景华 牙钧世  3B 代码直线段手工编程 机械类 二等奖 



37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候文莉，韦慧，覃元庆 坐标旋转的应用  机械类 二等奖 

38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黄柳红 欧玲 郑莉莉 朱晓 杨萍  巧用阵列工具设计中国结 机械类 二等奖 

39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欧玲 李婵 黄华 唐清 李林  滚花零件加工 机械类 二等奖 

40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欧玲 谭伟美 杨萍 黄柳红 郑莉莉  咖啡杯的绘制 机械类 二等奖 

41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韦秀妹 画组合体视图的方法与步骤  机械类 二等奖 

42 广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韦婵娟  
微课教学 Flash 设计与制作 遮罩动画制作—

—春暖花开  
计算机类 二等奖 

43 南宁市卫生学校  戴爱玲 黄莹 吴玉杰  解剖计算机  计算机类 二等奖 

44 
玉林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封春年、陈秋雪  神奇的引导线  计算机类 二等奖 

45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陈旎 莫爱琳 陈香君 黄家婵  图文组合名片设计  计算机类 二等奖 

46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李婵 黄柳红 梁健菁 庞钧文 滕传姮  美丽家园——图案填充  建筑类 二等奖 

47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包书芳 莫爱琳 张敏 刘玲伶  新城疫  农林类 二等奖 

48 广西交通技师学院  李海贤、唐李珍、刘小强、潘利丹 汽车继电器的认识与检测  汽车类 二等奖 

49 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李荣华 黄锦全  轮胎与车轮动平衡 汽车类 二等奖 

50 
玉林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范怀宇 邱健华 杨武全 黄吉波  客户接待  汽车类 二等奖 

51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邱萍  发动机的构造与维修  汽车类 二等奖 

52 广西工商学校  张朝开、潘玉、邓紫薇、强亚男  西餐服务  商贸类 二等奖 



53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涂兰、何伟莎莎、李邦翠  国际货运代理  商贸类 二等奖 

54 广西交通技师学院  毛伦庆、刘 婷、刘 石、何东梅  握手礼 商贸类 二等奖 

55 广西物资学校  马莉、蒙慧敏、杨伟燕、苏杨梅、黄子珊  服装款式和颜色的挑选  商贸类 二等奖 

56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莫善婷 朱晓 宁静知 吴英兰 黄冰  微信红包如何缴税  商贸类 二等奖 

57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许植楷 陈兵 宁维维  产品包装策划  商贸类 二等奖 

58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朱晓 邱诗琰 宁静知 莫善婷、黄冰 会计凭证的整理和装订  商贸类 二等奖 

59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莫小聪、张钊、吴开旭、黄丹  平面直角坐标系 数控 二等奖 

60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王春勇 排列与组合 数学 二等奖 

61 横县职业教育中心  梁玉婵 梁秀丽 唐文琼  数列实际应用举例——单利与复利  数学 二等奖 

62 广西纺织工业学校  姚洁、雷敏、郭葆青、巴亮、梁慧婷  T 恤衫小样印制  数字印刷 二等奖 

63 广西机电工业学校  俞曦、叶平、岑玉明  气排球正面双手垫球  体育与健康 二等奖 

64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雷艳秋 潘海英 梁朝益 苏小华 李涛涛  色环电阻阻值的读取 物理 二等奖 

65 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邓容超 梁胜雄 杨经 吴明华  物理 互感和变压器   物理 二等奖 

66 广西贺州高级技工学校  周艳 朱锋朝 陈光标 韦金梅  幼儿舞蹈创编——动作编排  学前教育 二等奖 

67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曾奕、覃燕、黄巧芳、廖州萍  儿歌的特点  学前教育 二等奖 

68 柳州市鹿寨职业教育中心  潘春玲、邓林林、韦玲  儿童歌曲弹唱《娃哈哈》  学前教育 二等奖 



69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陈叶燕 刘婷 杨洋 苏煜婷 范莉莉  寻找孔雀公主 学前教育 二等奖 

70 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  梁启斌 韦秀丽 陆秋江 李彩新 罗莹  消化性溃疡病人的护理  医药卫生类 二等奖 

71 柳州市鹿寨职业教育中心  邱洪汝、郑慧云、陶庆华、冯良武、谢静 Unit 3 Outdoor activities  英语 二等奖 

72 广西南宁高级技工学校  黄春梅 李心田 黄卉  项链  语文 二等奖 

73 河池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韦江莲，苏小华，杨秀华，甘蒙燕，蓝美

新  
荷花淀 语文 二等奖 

74 柳州市交通学校  白志荣 说好普通话 ZCS-ZHCHSH  语文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