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第二届全国涉农中职学校教学能力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设计者 单位名称 

1 Unit 4 Language in Use 安雅卿 姜国新 张廷顺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2 
金针度人，匠心为魄——金属注

射器的安装和调试 
陈晓庆 陈宏伟 曹亦豪 金华市婺城区九峰职业学校 

3 黄瓜顶插接技术 洪晓飞 朱丽珍 金华市婺城区九峰职业学校 

4 神奇的生长密码——细胞分裂 宋平贵 吴中敏 李文芳 江苏省车辐中等专业学校 

5 观察植物细胞的质壁分离 徐申 王国华 黄卫华 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6 气缸定位座轴加工 谢文彬 花春梅 丁宁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7 Excel图表的制作与分析 柏雪飞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8 
中国民歌赏析——汉族民歌的体

裁分类 
俞越 陈娟 潘丽丽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9 室内设计平面布局 谢睿桢 陈晓薇 罗晞 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 

10 转账支票收款结算的办理方法 陈静 薛燕玲 郑百合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11 
西方式基本花型——三角型插花

制作 
苏力燕 黎德荣 李翠芳 广西桂林农业学校 

12 制作公路货运单 黄莹 韩月玲 秦聪玲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13 活塞连杆组的拆装 莫小聪 黄丹 周丽萍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14 I like playing badminton 孟岩 苏永华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15 认识动物心脏位置与结构  任婧 周勤 易鑫 广西省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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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设计者 单位名称 

1 Puris混合动力分析 于海生 范本 聂华 重庆市农业机械化学校 

2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刘源 卢英华 范本 重庆市农业机械化学校 

3 树桩的造型加工 王崇杰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4 植物营养失调诊断 王静 高劲松 冮地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5 刀片上的艺术——蔬菜嫁接之插接法 徐荣娟 李志秀 赵晓丽 寿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6 古韵悠然——传世哥窑瓷器赏析 吴吟 周俊华 金华市婺城区九峰职业学校 

7 分解混合成本 张艺凡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8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李旭 陈逸林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9 
修枝剪树树常青——学习桃树更

新修剪技术 
李长根 顾春荣 陈娟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At the Doctor's 厉艳 沈安琴 王兰翠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What do you like to watch? 唐慧 孙益楠 王芳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茶包色彩搭配之色相对比 赵佳佳 俞璐 宋大娟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猪的人工输精 陈隆荣 戴弘姣 董暾 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 

14 数控铣床对刀 邓刘生 王国斌 林莉萍 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学校 

15 正弦函数的图像与性质——图像 沈芝青 黄涛 徐加贵 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学校 

16 组合体的绘制 吕雅琪 黄小勇 孙传读 洞口县职业中专学校 

17 水中溶解氧的测定 麦茵茵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18 银行存款的清查 陆龙燕 岑珊 梁秋菊 广西桂林农业学校 

19 销售业务记账凭证的填制 李艳娟 邓晨 韦鲜葵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20 RJ45网络跳线的制作 秦洁 李雪媚 樊丁荧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21 药用植物形态识别 常姗姗 刘明春 李培娟 广西省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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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设计者 单位名称 

22 全价日粮及浓缩料的配方设计 唐兴 陈卓 张巧丽 广西省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23 爱拼才会赢 石木珍 曹解森 江西省通用技术工程学校 

24 滴水藏海，心怀感恩 皮琳 黄进龙 曹林峰 江西省通用技术工程学校 

25 因爱而生，向善而行 陈晓英 黄群英 杨秀雄 四川省安岳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26 非侵染性病害与侵染性病害 孟彤斐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学校 

27 细菌的形态结构 刘晓蕾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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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设计者 单位名称 

1 识读平面图 吴华鹏 张书芳 刘平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 

2 互联网+民宿博客设计 王志伟 丁晓霞 白菁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 

3 粉虱的识别与综合防治 邓建玲 上海市农业学校 

4 随机事件和概率 王姝月 唐兵 范本 重庆市农业机械化学校 

5 钢笔园林小品——树的画法 王忻颖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6 认识糖类 田立丹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7 放心肉的关键环节 窦婕香 赵基丽 李涌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8 有机磷酸酯类中毒的解毒药 赵雅丽 杜红阳 王淑芳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9 鸡新城疫抗体检测 景利芳 赵先萍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10 智能手机的应用 杜红霞 王莹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11 掌握求职的基本方法 郭洁 常鹏 高建萍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12 一次函数模型 王军英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13 绿篱形成后的修剪 郭娟 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14 植物细胞的结构观察 李小梅 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15 双绞线的制作方法 陈俊军 郭丽文 张志勇 阿荣旗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6 人员推销 刘冬 胡星汝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17 中餐宴会摆台 张杰 王坤 王晓飞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18 农机转向灯故障与维修 冮地 房强 李冰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19 The Process of Milk Production 孙海悦 冯国华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20 多彩的节奏 许琴 杜乡 德州信息工程学校 

21 places to go in shandong 陈晓堃 安春平 周洋洋 寿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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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设计者 单位名称 

22 成长规划匠心传承 陈燕飞 赵明娟 汤翠萍 寿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23 昆虫的头部 张言朝 济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4 禽流感的诊断与防治 牟群 徐长军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25 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彭敏玲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26 “保本点法”的灵活运用 金频生 陆立才 沈进城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7 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停电路 陈万疆 李宁 许莉娟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8 二元线性规划问题的图解法 李燕 陈静 郑毓明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9 
悲喜人生——多元化解读马蒂

尔德形象 
陈娣 李莉 马凯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30 任务 4 认识维生素 王丽 来春富 朱传兵 皖西经济技术学校 

31 图文混合排版 陈丽瑜 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 

32 麦弗逊减振器的检查与更换 林关钎 张斌 吴维桂 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学校 

33 
Welcome to our school Listening 

and speaking Part A  
王晶晶 熊靖 陈柯龙 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学校 

34 联林觅趣 林秋娟 陈功进 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学校 

35 地方导游员致欢迎辞 黄晓南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36 单相桥式整流电路 何芸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37 豇豆植株调整 汤凯麟 陈小军 广西桂林农业学校 

38 嫁接技术-切接 黎德荣 苏力燕 广西桂林农业学校 

39 乡村风土类导游素材的选取 赵乐 广西桂林农业学校 

40 小型收割机支重轮轴的加工 于梅芳 梁秋菊 李桂中 广西桂林农业学校 

41 商品拍摄与图片处理 龚小梅 严小玲 唐咸梅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42 数控车螺纹加工 黄丹 莫小聪 张钊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43 面试礼仪及技巧 陆小玲 谭焱 蒙丽华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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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设计者 单位名称 

44 一分钟自我介绍 覃柯菁 文嘉 卞晓艳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45 春夜洛城闻笛 陈新萍 黄筱彦 伍丝 广西钦州农业学校 

46 禽场我做主—禽场的场内布局 罗龙兴 石秀华 韦颖璇 广西省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47 聆听心灵的呼吸注意力的训练 张文雨 易鑫 任婧 广西省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48 
“农”情蜜意——互联网+农业

分析与经营 
杨俊 江西省通用技术工程学校 

49 UG自动编程 赵峰 井冈山应用科技学校 

50 圆弧命令的应用 李海侠 井冈山应用科技学校 

51 分数等级 罗卫燕 井冈山应用科技学校 

52 开花 传粉和受精教学设计 王转莉 李文甲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学校 

53 有机酸含量的测定 张娟 刘晶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学校 

54 食品中总酸含量的测定 冯丽 王菊甜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学校 

55 How to make potato salad 郭梓萌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学校 

56 Fun Time 张宁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