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广东省第六届高校（高职）青年教师教学大赛现场决赛结果

序号 姓名 学校 所属组别 小组 备注

1 李娜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 拟进入总决赛

2 李安琦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

3 王彬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

4 魏成芳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

5 赵勇敢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

6 金涛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

7 张予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

8 谢玲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

9 张夏青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

10 王姝楠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

11 徐微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

12 项娟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

13 谭靖仪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

14 刘缙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

15 曾慧芳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

16 谭剑音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创新创业 拟进入总决赛

17 曾文怡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创新创业

18 王柳杨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创新创业

19 张黛琪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创新创业

20 巫晓霞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创新创业

21 方凯茵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创新创业

22 陈浩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创新创业

23 杨利洁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创新创业

24 杨颖香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公共基础 创新创业

25 李朝云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创新创业

26 周海丽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创新创业

27 于彦君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创新创业

28 查嫣芸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创新创业



序号 姓名 学校 所属组别 小组 备注

29 吴维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创新创业

30 吴文彬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创新创业

31 董编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外语 拟进入总决赛

32 谢颖怡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外语

33 刘鹏丽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外语

34 王卫利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外语

35 伍园园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外语

36 任梦佳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外语

37 李婉瑄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外语

38 梁燕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外语

39 朱雁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公共基础 外语

40 吴宇媚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外语

41 李立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外语

42 银珊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外语

43 张亚岚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外语

44 邓燕林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外语

45 叶孜姿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外语

46 栾江峰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数理化信 拟进入总决赛

47 汤佳梅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数理化信

48 刘宏烽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数理化信

49 吴晓晶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数理化信

50 段丹萍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数理化信

51 岑苑君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数理化信

52 康风代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数理化信

53 孙惠芳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数理化信

54 严景文 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共基础 数理化信

55 刘凤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数理化信

56 郭连红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数理化信

57 于双源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公共基础 数理化信



序号 姓名 学校 所属组别 小组 备注

58 陈析西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数理化信

59 钟丽娟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数理化信

60 王方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数理化信

61 马艺芳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体育及其它 拟进入总决赛

62 蒙园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体育及其它

63 易子晴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体育及其它

64 孟静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体育及其它

65 唐好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体育及其它

66 秦彤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体育及其它

67 甘泉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体育及其它

68 李婧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体育及其它

69 陈玉麟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体育及其它

70 邵慧丽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体育及其它

71 李佳茹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体育及其它

72 张珍真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体育及其它

73 罗美玲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 体育及其它

74 姚宝晶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体育及其它

75 蒋芊瑶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 体育及其它

76 王帅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拟进入总决赛

77 李子莹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78 罗琼玮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79 苏晓蕾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80 詹雅杰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81 邹韵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82 李小杭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83 周慧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84 黄怡伟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85 黄彦婷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86 黄劲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序号 姓名 学校 所属组别 小组 备注

87 姚丹婷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88 蔡丽娟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89 李泳璋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90 黄淑雯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财经商贸

91 王琪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教育体育 拟进入总决赛

92 朱梦月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教育体育

93 孟盈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文科综合 教育体育

94 许雷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教育体育

95 周海玲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文科综合 教育体育

96 蔡林希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教育体育

97 周遐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教育体育

98 区沛仪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教育体育

99 勒妍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教育体育

100 向美丽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教育体育

101 李茜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教育体育

102 罗兰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教育体育

103 何斯茵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教育体育

104 姜美含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教育体育

105 吴佩君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文科综合 教育体育

106 刘琼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 拟进入总决赛

107 朱晓琳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

108 郑龙伟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

109 田甜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

110 黄娟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

111 邹紫媚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

112 李永玖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

113 刘梦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

114 胡召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

115 蒋舒恬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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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林晓丹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

117 蔡小丽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

118 李燕茹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

119 欧彩霞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

120 李朦朦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文化艺术

121 刘畅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旅游公管 拟进入总决赛

122 钟晓霞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旅游公管

123 贺园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旅游公管

124 黄可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旅游公管

125 卢兰凤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旅游公管

126 梁海娣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文科综合 旅游公管

127 李长虹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旅游公管

128 徐红慧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旅游公管

129 何珊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旅游公管

130 李程熙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旅游公管

131 彭丽花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旅游公管

132 李艳芬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旅游公管

133 刘思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旅游公管

134 傅芳萍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旅游公管

135 罗静蓉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旅游公管

136 谢婷婷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轻纺及其它 拟进入总决赛

137 黄英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轻纺及其它

138 阳雁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轻纺及其它

139 黎嘉智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轻纺及其它

140 陈桃莉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轻纺及其它

141 刘灿璨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轻纺及其它

142 安虹钢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轻纺及其它

143 冯雁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轻纺及其它

144 毕晓旭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轻纺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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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梁颀颀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轻纺及其它

146 郭盼盼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轻纺及其它

147 梁智刚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轻纺及其它

148 石磊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轻纺及其它

149 周亚萍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文科综合 轻纺及其它

150 马春宇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综合 轻纺及其它

151 姜源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拟进入总决赛

152 朱雪梅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153 胡姣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154 吕长伟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155 张瑞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156 何威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157 余灿灿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158 冯海军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159 卢坤菲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160 荆舒煬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161 周英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162 萧玥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163 胡泽川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164 曾乐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165 孙良睿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电子信息

166 宋振东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拟进入总决赛

167 王彩芳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168 周红云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169 梁生龙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170 曲璐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171 丁红珍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172 代慧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173 周柏健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序号 姓名 学校 所属组别 小组 备注

174 马旭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175 翟振坤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176 李雪娴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177 叶金梦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178 秦晓阳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179 赖颖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180 伍世平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装备制造

181 彭育强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交运土建 拟进入总决赛

182 李建华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交运土建

183 甘琳琳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交运土建

184 脱俗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交运土建

185 苏瑾瑾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交运土建

186 韩婧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交运土建

187 丘艳燕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交运土建

188 张芬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交运土建

189 徐雅茹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交运土建

190 周丽丽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交运土建

191 郑钧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交运土建

192 方镕城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交运土建

193 冯竞祥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交运土建

194 张冰珂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交运土建

195 宋以华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交运土建

196 崔丽净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医卫食品 拟进入总决赛

197 张馥绯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医卫食品

198 何开红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医卫食品

199 李咏梅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医卫食品

200 郭敏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医卫食品

201 郑良芬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医卫食品

202 黄丽萍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医卫食品



序号 姓名 学校 所属组别 小组 备注

203 方靖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医卫食品

204 林玉红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医卫食品

205 吴兆平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医卫食品

206 黄锦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医卫食品

207 何浩天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医卫食品

208 李燕飞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医卫食品

209 刘姚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医卫食品

210 陈琳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医卫食品

211 荣亮亮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生化及其它 拟进入总决赛

212 王琳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生化及其它

213 王晓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生化及其它

214 童春媚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生化及其它

215 梁晓婷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生化及其它

216 曹美苑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生化及其它

217 唐玲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生化及其它

218 刘莹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生化及其它

219 高祥云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生化及其它

220 牛明莉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生化及其它

221 李雪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生化及其它

222 张梦诗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理工综合 生化及其它

223 张鹏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生化及其它

224 骆美美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综合 生化及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