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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组织委员会 

 
关于公布辽宁省 2019-2020 学年 

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获奖作品的通知 
 

各市（不含大连）教育局： 

根据《关于做好 2019-2020 学年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

活动宣传展示和典型案例遴选工作的通知》安排，经专家评审及

网上公示，现将辽宁省 2019-2020 学年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

活动作品及典型案例评选结果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希望各地积极宣传获奖学校和师生，激励和引导广大学生积

极参加此项活动，讲好职教故事。运用好活动载体，坚持活动育

人、实践育人、以文化人，将“文明风采”活动纳入学校德育工

作中，推进活动常态化、规范化，促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全面发

展。不断提高中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为我省中

等职业教育再上一个新台阶，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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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辽宁省 2019-2020 学年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

活动获奖作品名单 

 

 

辽宁省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竞赛活动组织委员会 

                          2020 年 11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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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辽宁省2019-2020学年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活动获奖作品名单 

（一）典型案例 

序 案例名称 学校名称 作者 获奖等次 

1 以美育人——七幅墙画日记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张来新、唐连

符 

一等 

2 “小红帽”志愿服务队 鞍山市工程技术学校 魏斌泽 一等 

3 

人人开口唱 班班有歌声 

沈阳市旅游学校 

黄秋实、田立

超 

一等 

4 突出文化建设内涵 提升班级育人功能 本溪市机电工程学校 

李红艳、丁晓

丹 

一等 

5 争做新时代好青年 阜新市第一职专 

黄志强、包瑞

娟 

一等 

6 “全民阅读”走进营口西炮台专题片 营口市现代服务学校 程亮 一等 

7 

承中华美德之心，扬孝亲敬老之风——丹

东市中医药学校 2020 年假期志愿者服务

活动 

丹东市中医药学校 

郑晓宇、曾祥

龙 

一等 

8 辽医化院疫情防控，每个人都是主题 辽宁医药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申明 一等 

9 
共抗疫情  爱国力行  立心铸魂  笃志润

德 沈阳市信息工程学校 郑欣禹 一等 

10 
抚顺市农业特产学校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公益惠民演出 抚顺市农业特产学校 杜娟、赵竟辰 一等 

11 厉行勤俭节约  杜绝餐饮浪费 阜新市第一职专 

宋云超、黄志

强 

一等 

12 汲取传统文化智慧，培育知行合一英才 
辽阳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专

业学校 程通 一等 

13 2020 乡博会志愿服务活动纪实 盘锦市经济技术学校 刘冬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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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 
辽阳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

校 

梁桂红、于庆

喜 

一等 

15 中职铸就大国工匠，素质教育德育为先 昌图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马宇、孙大风 一等 

16  MV“凝聚” 铁岭市信息工程学校 庄昊罡 一等 

17 致敬抗疫英雄 锦西工业学校 张娜、张巍 一等 

18 建国 70 周年主题活动 鞍山市交通运输学校 吕娜、艾玲 一等 

19 
“战胜疫情，从我做起！为武汉加油！为

中国加油！”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孙晓敏、王 安 一等 

20 最美志愿者 朝阳市财经学校 

葛丛玫、舒丽

敏 

一等 

21 “充”晕了头脑——民法典进校园情景剧 营口市现代服务学校 史庆富 二等 

22 筑梦辽阳职教培养卓越人才 
辽阳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

校 张丽娜、王冬 二等 

23 盘锦市经济技术学校第二十九届校运动会 盘锦市经济技术学校 宋新伟、梁斌 二等 

24 法制教育进校园 
绥中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

校 
马春辉 二等 

25 线上教学，德育同行 盘锦市经济技术学校 宋新伟 二等 

26 曙光职专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典型案例 
丹东市曙光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 魏楠楠 二等 

27 思政引领 携手同行 沈阳市艺术学校 张海波、白丹 二等 

28 吹响网上集结号 开启线上新学期 营口市中等专业学校 赵晨曦 二等 

 

（二）展演类作品 

序 作品形式 作品名称 学校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获奖

等级 

1 舞蹈 2020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陈幸、王翌慈、徐琳林、袁靓

杰、姜云麒、邵金垚、张珈瑜、

赵艺聪 

马丁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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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歌舞 
中学生公约

歌 凌海市职业教育中心 
张国明、石岩、郭宇、冯思琦、

任明飞、张硕磊、孙洪露 
张国明 一等 

3 展演（MV） MV 非凡英勇 鞍山市广播电视学校 张曼、隋诗露、宋雨迪 孙宇飞 一等 

4 歌舞 小嫚 凤城市职业教育中心 郭菁泽 刘忻黄思琪 董佳怡 陈焕欣 一等 

5 舞蹈 梦之光 营口市戏曲学校 

葛姝含、裴思彤、于宝怡、刘

佳欣、张文卓、沈彦岐、曲美

竹、王一琪 

马识宇 一等 

6 合唱 携手同行 沈阳市艺术学校 

罗琬钰、王梓任、金海伊、孙

润华、陈博恒、刘伊妮、张琳

畅、宋佳桐 

张建龙、袁猛 二等 

7 歌舞 盛世中国 抚顺市农业特产学校 
赛麦提·亚森、沙拉木·热合

曼 
杜娟、赵竟辰 二等 

8 舞台剧 
谨防校园贷

陷阱 营口市戏曲学校 
李海伦、张雨晴、钟兴远、祝

彤菲、陈佳雪 
李玥儒 二等 

9 舞蹈 盛世欢歌 

灯塔市中等职业技术

专业学校 

梁晓健、杨舒、张冰、李欣娜、

范晓林、张倩、白鑫平、刘晓

娜 

姜欣、张朦 二等 

10 音诗画 走进工校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孙洪玉、张晓雨、赵永兴、王

双阳 

李昌盛、贾

冠一 二等 

11 歌舞 绒花 丹东市中医药学校 季枫琪、吕香劼、 王溪茁 董智、赫丽梅 三等 

12 三句半 
抗“疫”三

句半 

鲅鱼圈区中等职业技

术专业学校 

张鑫玉、曲桂妍、刘海玉、耿

仁林 

李国林、伊焕

政 三等 

13 演讲 
祖国在我心

中 
营口市现代服务学校 李艺霖 李梅 三等 

14 朗诵 少年中国说 大石桥市职业中专 毛金晶 许艳玲、李密 三等 

15 舞台展示 爱的华尔兹 阜新卫生学校 

李美萱、胡佳宇、岳星月、李

雨婷、高天然、杜悦、陈佳乐、 

陈佳欢 

赵春梅、李雅

杰 三等 

16 舞蹈 咏荷 盘锦市经济技术学校 杨爽 周磊、刘冬 三等 

17 纪录片 奋斗，职教人 昌图县职教中心 
高欣、周丽丽、付哲源、房闯、

付依萍、张佳欣、王艳飞 

赵春达、 马

宇 三等 

18 朗诵 少年中国说 凌源市职教中心 
白秋扬、李天娇、暴新颖、李

丹、薄爽 
史春妹 三等 

19 纪录片 礼仪之美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张嘉欣 武晶 三等 

20 舞蹈 碧波孔雀 
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

业技术专业学校 
魏伊雪、王思琦 王旭、马群 三等 



6 
 

 

（三）展览类作品 

序 作品形式 作品名称 学校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绘画 猫与蝶 抚顺市技师学院 唐若皓 胡博 一等 

2 绘画 
全民努力共创中国

新世界 
东港市职教中心 林柏兵 李晓平 一等 

3 绘画 
武汉别怕，我们与

你同在 
丹东市中医药学校 迟雅偌 宋堃萌、许小明 一等 

4 绘画 抗“疫”英雄 
鲅鱼圈区中等职业技术

专业学校 
孙佳阳 王一迪、于秀 一等 

5 绘画 中国力量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赵静美 赵春哲、丁宁 一等 

6 绘画 开启未来 
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

技术专业学校 
张洪硕 郑桂敏、牛莹 一等 

7 绘画 盼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付一凡 祖洪丽、吴瑞芳 一等 

8 绘画 清池箫音 清原职业中专 孙坤 张成峰 一等 

9 绘画 国粹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张力凡 刘璐、张馨予 一等 

10 手工艺品 抗击疫情武汉加油 沈阳市轻工艺术学校 关艳芳 罗娜 一等 

11 手工艺品 命运共同体 
辽阳市第一中等职业技

术专业学校 
吕婷婷  张文 一等 

12 手工艺品 万众一心抗击疫情 阜蒙县职教中心 孙君凤、迟月 万玉玲 一等 

13 手工艺品 花卉布贴画 营口市现代服务学校 阎瑾 温承芳、祖跃红 一等 

14 手工艺品 兔子骨骼 阜蒙县职教中心 

张奭怡、岳方

媛、张震宇、程

洋、王云飞、娄

宁、刘曼 

王慧钢、万玉玲 一等 

15 手工艺品 记“疫” 沈阳市信息工程学校 孔庆辉、刘昊然 王欣、高明怡 一等 

16 手工艺品 中国龙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王飞宇 于徽、王鹏  一等 

17 手工艺品 一飞冲天 阜新第一职专 高明洋 王建、魏巍 一等 

18 手工艺品 
神龙战疫（紫砂

壶） 
喀左县职教中心 刘静 高玉龙、武丹 一等 

19 书法 众志成城 鞍山市信息工程学校 赵浚杰 史晓祺、张晶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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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绘画 中华魂 
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

技术专业学校 
王婷婷 陈艳梅、王彤 二等 

21 绘画 致敬逆行者 东港市职教中心 王炫允 刘姝萍、李秀明 二等 

22 绘画 全民战役 
辽阳县中等职业技术专

业学校 
王艺潼 于会芹 二等 

23 绘画 舞雪 昌图县职教中心 李彤辉 马宇、刘昊 二等 

24 绘画 同心战役 
辽阳市第一中等职业技

术专业学校 
陈新文 胡思敏 二等 

25 手工艺品 致敬抗疫英雄 锦西工业学校 赵鑫坡 张娜 二等 

26 手工艺品 孝 昌图县职教中心 姜萌 马宇、孙大风 二等 

27 手工艺品 西风弄权 营口市现代服务学校 徐楚楚 刘珺 二等 

28 手工艺品 
团结抗疫 共待花

开 

辽宁省育才中等职业技

术专业学校 
付饶 赵雪娇 二等 

29 手工艺品 3D 打印创意灯饰 沈阳市轻工艺术学校 王子懿 张春伶 二等 

30 书法 学无止境 本溪市商贸服务学校 贾金蓉 郑美玲 二等 

31 书法 

《习近平二零二零

年一月二十七日重

要指示》节选 

丹东市中医药学校 赵鑫 陈思宇、孙威威 二等 

32 手工艺品 
创意剪纸皮影人物

造型扇面 
鞍山市交通运输学校 赵志浩 于米、吕娜 二等 

33 手工艺品 举财佛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孟爽 苗晶晶 二等 

34 绘画 静物水粉 本溪市商贸服务学校 齐子萱 郑美玲 三等 

35 绘画 
宝刀尤健，逆行为

民 
丹东市中医药学校 孟舟 周娜 三等 

36 绘画 抗击新冠 曙光职专 赵欣宁 何娟 三等 

37 绘画 低碳环保 凌海市职业教育中心 王皓东 张国明、张稳 三等 

38 绘画 秋色 本溪市商贸服务学校 刘培毓 郑美玲 三等 

39 绘画 远方的家 
抚顺市第二中等职业技

术专业学校 
刘美嘉 曲媛、李昊凡 三等 

40 绘画 竹林 昌图县职教中心 刘天伊 付丽 曲红宇 三等 

41 手工艺品 彝族风情 营口市现代服务学校 田昕灵 赵金丽 三等 



8 
 

42 手工艺品 光 沈阳市信息工程学校 何文瀚、董斌 高明怡、王欣 三等 

43 书法 众志成城 昌图县职教中心 王思佳 杜琳琳、马宇 三等 

44 书法 
天下无疫 佑我中

华 
昌图县职教中心 任傲雪 杜琳琳、张和平 三等 

45 绘画 抗击疫情 鞍山市钢铁学校 马玉腾 李翠翠、尹天晓 三等 

46 绘画 思乡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张金浩 武晶、田园 三等 

47 绘画 水乡女孩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陈玉丹 武晶、翁晓敏 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