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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年份 项目
一 等

奖

二等

奖

三 等

奖

国 家

级
2018

全国职业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中职组） 0 0 2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18 年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信息

化教学设计和说课比赛
1 1 1

省级

2018

2018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教师职业能力比赛 2 2 4

湖南省第一届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 0 2 4

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 0 1 5

湖南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 1 0 3

湖南省技工院校和职业培训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1 2 0

湖南省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1 0 3

2019

2019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师职业能力比赛 2 3 0

2019 湖南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 0 0 4

2019 年湖南省思政课比赛 0 1 0

2019 年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和说课比

赛
0 0 2

2019 年湖南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 0 0 1

2019 年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施耐德电气杯”电气装置

应用技术比赛
0 1 1

2019 年湖南省技工院校和职业培训优秀论文评选 0 0 1

2019 年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 0 1 1

2019 年湖南省技工院校和职业培训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0 0 1

2020

2020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师职业能力竞赛 1 4 3

2020 年湖南省职业院教师职业能力竞赛专业技能比赛 0 0 1

第二届全国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湖南省选拔赛 0 0 1

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湖南选拔赛 0 0 1

2020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 0 2 3

2020 年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 1 0 0

2020 年湖南省技工院校和职业培训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1 2 0

2020 年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优秀论文评选

活动
1 0 0

2020 年湖南省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1 0 0

合计 13 2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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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业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中职组）三等奖刘艳金，张斌，申玉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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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业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中职组）三等奖潘梅，谢先安，贺丹组



6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18 年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说课比赛

刘艳金 数学课程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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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征商贸类专业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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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超群德育课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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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教师职业能力比赛

白超群、蒲添、张琳中职德育二组一等奖

瞿丽芝、李俊、聂伟康中职德育一组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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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金、申玉虹中职教学设计一组二等奖

郑莘俊中职教学设计二组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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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王平、张斌、孙立武中职教学设计四组三等奖

黄阳、唐正明、田茂红中职课堂教学一组三等奖



15

潘梅中职课堂教学四组一等奖

郭磊、滕久秀、谢先安中职课堂教学五组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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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一届（2018.7.）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获奖

杨聃工业综合与农业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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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正明 文化艺术与综合类 三等奖



18

吴韬 信息类 三等奖



19

高升机械类三等奖



20

刘立伟电工电子类三等奖



21



22



23

2018 年湖南省技工院校和职业培训优秀论文

刘崇健 德育类 融入“中国精神”创新德育工作 一等奖

王慧珍 德育类 引导学生扣好人生中的第一粒扣子 二等奖

李先良 电子电工类让学生在课堂上自主动起来二等奖



24



25



26

2018 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优秀论文

丁杨 中职语文参与式教学有效性探究 一等奖

陈素萍 浅谈提高工科类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思考 三等奖



27



28

2019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师职业能力比赛获奖

潘梅、刘崇健、唐正明 方寸天地显个性——文字类标志设计 一等奖



29

孙立武、张斌、苏王平 盘式制动系统的检测与维修一等奖



30

肖来凤、彭钰淇 女衬衫的缝制工艺 二等奖



31

赵荣、张路平、谌玮 二维工作台安装与调试 二等奖



32

李俊、朱元飞、邓耀东 曲柄连杆机构的检测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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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湖南省职业学校学生技能竞赛获奖

杨天梁 数控加工技术（数控铣） 高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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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柏成 数字影音后期制作技术 吴韬 三等奖



35

吴思豪 数控加工技术（数控车） 武珍平 三等奖



36

杨立周福贵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团体赛） 苏王平

王若凝 三等奖



37

2019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能力比赛获奖

蒲添 欧美容 杨征 中职“课程思政”说课 二等奖



38

2019 年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施耐德电气杯”

电气装置应用技术比赛获奖

李海 王若凝 刘立伟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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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杯” 李裕

雷浩 王若凝 刘立伟 三等奖



40

2019 年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获奖

建制班级合唱 《我爱你中国》《职业教育歌》 18 铁服四班 谭荀文

邓耀东 二等奖



41



42



43

才艺展示（书法） 《楷书临欧阳询书兰亭记》 柴丽林 欧俊明 三等奖



44



45



46



47

2019 年湖南省技工院校和职业培训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王慧珍 德育 浅探技工院校党史国情教育长效机制建设 三等奖



48

2020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师职业能力比赛获奖

张路平、赵荣、崔豫军 加工制造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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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阳、谭荀文、周佳 体育与健康二等奖

孙立武、李俊、蒋鹏 交通运输类二等奖



50

武珍平、高升、唐翊博 加工制造类二等奖

唐正明、贺丹、张琳 信息技术类二等奖



51

刘艳金、杨征、袁洁 数学 三等奖

瞿丽芝、王慧珍、聂伟康 思想政治 三等奖



52

刘立伟、苏王平、陈佳、王若凝 加工制造类三等奖



53

2020 年湖南省职业学校教师职业能力竞赛 专业技能比赛获奖

武珍平 数控加工技术（数控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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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二届全国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湖南选拔赛获奖

张路平 机械类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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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020 年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湖南选拔赛获奖

蒋鹏、孙立武 汽车维修工（新能源汽车电控技术） 三等奖



57



58

怀化工业学校参加 2019-2020 年湖南省职业学校

学生技能竞赛获奖

杨天梁 数控加工技术（数控车） 高升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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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柏成 数字影音后期制作技术 吴韬 二等奖

李润 数控加工技术（数控铣） 高升 三等奖



60

张玉良姚伦梽 机器人技术应用 三等奖



61

林乐 动画片制作王文举 三等奖



62

石岳彰 动画片制作王文举 三等奖



63

2020 年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获奖

建制班级合唱 《众志成城的力量》 20 铁服二班 谭荀文 邓耀东 一等奖



64



65



66



67

2020 年全省技工院校和职业培训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蒋鹏 交通、能源、农业等类 新能源汽车维修专业产教融合方案研究 一等奖



68

曾乐媛 财经商贸类 翻转课堂在《电子商务网页制作》课程教学设计中的应用 二等奖



69

2020 年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

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汪澜 基于中职生英语句子成分分析偏误的调查研究 一等奖



70

2020 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优秀论文

蒋鹏、孙立武、张斌 新能源汽车维修专业产教融合方案研究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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