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职高专组征文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宾婕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师传千古，德育天地 一等奖

2 曾炫云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从科大到开大 一等奖

3 江  琴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感悟“师道”——帮助学生“找寻自己” 一等奖

4 贺文锦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追随 一等奖

5 黄宇飞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风雨无阻 砥砺前行——记2018数学建模培训与竞赛及广航院建模教师
团队

一等奖

6 赖志聪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径途尽是欢笑 一等奖

7 吴  罡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学生教我做“四有”好教师 一等奖

8 李  华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这辈子做个“四有”优秀教师 一等奖

9 刘  豫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荷塘随想——清华精神里的浸润 一等奖

10 李勇辉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师德师风影响校园文化的结构方程实证研究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胡  冰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时代责任 二等奖

2 尤玉钿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扬工匠之精神，立树人之美德 二等奖

3 郑晓绵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践行“工匠精神”，成就“四有”良师 二等奖

4 陈  淼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自媒体，教师立德修身的一面镜子 二等奖

5 邵引印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我们，辅导员 二等奖

6 叶世慧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师与生之间的摆渡 二等奖

7 汤  艳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亦师亦友，共同成长 二等奖

8 孟  彩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以生命影响生命，三戒三要勤修身 二等奖

9 叶惠美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感恩吾师 传承师德 二等奖

10 黄玉君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守望初心，世济其美 二等奖

11 吴延晴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你沉默如星，寂静而明亮 二等奖



12 乔伟丽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用爱守候，静待花开 二等奖

13 邓永红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遇见 二等奖

14 冯幸兰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用爱打开学生的心灵窗户 二等奖

15 曾丽英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师德师风——老师，你公平了吗？ 二等奖

16 薛广禄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的“四重”修炼 二等奖

17 龙瑞兰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微时代高职院校德育工作模式的立体构建 二等奖

18 张梅娟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在“真知•真信•真行”间践行一名思政教师的师德 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等级

1 崔  聿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四个统一” 三等奖

2 张昆鹏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以师德之力，塑前行榜样 三等奖

3 谌亮军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一句话 几多情 三等奖

4 黄昊晶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教师之法和育人之德——致我的十五年教学生涯 三等奖

5 李小花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但知行好事，定要问前程 三等奖

6 赵翠芳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三等奖

7 郑宇丹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孜孜不倦习业 拳拳赤诚育人 三等奖

8
高  燕
冯冰清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初心不改园丁意，冰清玉洁育人心——记基础教育学院冯冰清副教授 三等奖

9 韩晓华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春风化雨、巾帼扬帆——三八红旗先进集体教育事迹纪要 三等奖

10 刘  玲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我愿成为一束光 为你引路指方向 三等奖

11 詹雪梅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三等奖

12 徐  蕊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抛开尘世浮华，不忘教育情怀 三等奖

13 王兆熊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温暖·温情·温心——做一个有温度的老师 三等奖

14 郭伟欣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在历史进程中筑梦，让薪火永相传 三等奖

15
王  福
程榕钧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语言服务类项目组的故事 三等奖

16 张丽君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 三等奖

17 王利民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生如璞玉，熏陶渐染，琢以大成 三等奖



微视频获奖作品名单

中小幼组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作者 等级

1 有声与无声 广州市绿翠现代实验学校 广州市绿翠现代实验学校 一等奖

2 花海的守望者 东莞市东坑丽晶小学 余思琳 一等奖

3 最美妈妈 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附小
严晓春、张雄记、李瑞琴、张太禄、张健、尚秋竹、严
晓春、张孝平、林超、邓邦、欧创燃、唐韵清

二等奖

4 九尾草也能点缀春天 广州市石碁镇前锋小学 周丽华 二等奖

5 无声的舞姿 汕头市聋哑学校 陈弘洲 二等奖

6 春华秋实二十载，行为世范一辈子 清远市佛冈县振兴小学 范光明 二等奖

7 书·信 深圳市光明区东周小学 王莉 三等奖

8 援疆女教师——童兰芬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钱小容 三等奖

9 爱的力量 汕尾市城区捷胜镇中心小学 林秋燕、何循奎 三等奖

10 孩王的幸福 中山市圣狮小学 王中美 三等奖

11 特别的梦想 阳江市阳西县特殊教育学校 李童落 三等奖

12 平凡的坚守 阳春市实验小学 杨秋映、张国新、刘海雁 三等奖

高职高专组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作者 等级

1 第一件校服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2 时间对白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齐霞、周静茹、金琳、田加知、王松洋、张英特、贾甲
麟、余君龙、林岚、曾郁

一等奖

3 余博士的一天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曾忆安、林昭绚、李飞龙、薛阳 二等奖

4 师道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罗羽婧、唐雄、周莹莹、林伟杰、席铖炜 二等奖

5 德艺双馨，桃李芳华 管春玲老师宣传片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刘琼、阿锋、王晓清 二等奖



6 等号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徐家伟、邓家平 二等奖

7 我的职业幸福感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李露娜 三等奖

8 德馨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刘喜民 三等奖

9 立足岗位 践行师德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陈茂 三等奖

10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杨珩 三等奖

11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卢仙凤、杜健、张朝华、敖飞扬 三等奖

12 张方阳老师的风采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张方阳 三等奖

高校本科组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作者 等级

1 古稀之年 不忘初心 广东海洋大学 杜春国 一等奖

2 礼物 广州大学 刘强、李云宁 一等奖

3 不忘讲台初心，方得师道始终 南方医科大学 朱钦文 二等奖

4 中医脑病开拓者——刘茂才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学 黄燕、王立新、华荣、刘文琛、孔抒帆 二等奖

5 教学质量十佳教师——周军 肇庆学院 肇庆学院 二等奖

6 三尺讲台——塑造我的学生的艺术 暨南大学 张世君、林文旭、林倚竹、陈嘉健、章善洋 二等奖

7 扎根粤西十数载、勤教力学传师道 岭南师范学院 岭南师范学院工会 三等奖

8 为人师表 立德树人 韩山师范学院 陈福刁 三等奖

9 普通的平凡 平凡中的伟大 广东药科大学
刘红秀、冯博华、林锐佳、戴家卫、成玉婷、余志威、
段政

三等奖

10 大爱吾疆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房亚兴、梁海华 三等奖

11 树德育人·段淳林 华南理工大学 段淳林 三等奖

12 你的成长，乃我之所求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邓安康、郭蔚童、杨芷茵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