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职高专组
序号 姓名 学校 题目 奖项

1 侯海冰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师者 有梦 写春秋 一等奖

2 袁  嫣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淬炼师德师能，铸就师智师魂 一等奖

3 陈颖姮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十载从教赋 一等奖

4 张习涛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心中的丰碑——“大先生” 一等奖

5 梁樱花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润物细无声 爱在无言处——记我家的三位教 一等奖

6 刘晓毅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互相点亮 各自发光 终身成长——和谐有爱型

师生关系的积极作用
一等奖

7 赖志聪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伴成长者成才，为远行者引航——记学为人师

、铸魂育人的辅导员之路
一等奖

8 陈 敏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淬炼师德师能，践行育人使命——关于新时期

师德师风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等奖

9 麦 方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30年从教点滴记 一等奖

10 周丹娜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三代人，一个梦 一等奖

11 王 淇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与爱，温暖未来 二等奖

12 刘满菇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深耕教坛二十载，奉献才智育新人 二等奖

13 杨枫林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言传身教，春风化雨，践行育人使命”----

教育扶贫支教活动侧记
二等奖

14 黄雪真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初心奉上，百花盛放 二等奖

15 李玫珊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用心立足岗位 用爱书写奉献 二等奖

16 黄轶文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不忘初心，恒步为程——做新时代的职业教育

工作者
二等奖

17 何丽燕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逐梦十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再启新程 二等奖

18 朱任文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信仰•专业•立德•情怀——如何做一名有为的

思政课教师
二等奖

19 邓 辉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溪水潺潺润无声——忆恩师夏昭炎教授 二等奖

20 丁文峰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立德树人十六载，三年扶贫铸师魂 二等奖

21 马佩佩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做心中有爱、眼中有光的教师 二等奖

22 顾春军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德并重  为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添砖加瓦 二等奖

23 谢榴花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爱在左，责任在右 二等奖

24 尹喜艳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心底有爱情弥深，无畏前行志不渝——写在

2020年全省秘书技能大赛开赛前
二等奖

25 程喜和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 二等奖

26 李小红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不忘初心，用心传承 二等奖

27 梁颖珊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坚守三尺讲台，秉初心展未来 二等奖

28 杜 玄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光荣的称号，崇高的使命，不悔的选择——用

爱心和奉献扬起教育的风帆
二等奖

29 黄淑勤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 二等奖

30 龙 林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把爱献给绚丽的公益事业 二等奖

31 童  妍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时光不语 静待花开 三等奖

32 邓敬雷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人生归属是教书 二等奖

33
周丽莎
管小青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筑梦育人践初心，守正创新履使命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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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刘丽红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爱之以心，辅之以学，导之以行，圆之以梦

——我的机电梦，我的辅导员路
三等奖

35 吴 强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青年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探究 三等奖

36 毛 娟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以高尚的师德坚守 以坚守的名义上台——记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35年教育工

作者黎少青教授    
三等奖

37 陈 淼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辩证看待青年学生当中的“丧文化” 三等奖

38 李香玲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争做新时代品行双馨的思政课教师 三等奖

39
何 艳
高燕林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无问西东，应问自我和超我——一名高校辅导

员的故事
三等奖

40 苏  勤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知情意行话师德，初心不改育桃李 —一名心

理学专业辅导员的成长之路                     
三等奖

41 律丽娜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
“淬炼师德师能,践行育人使命”——教师职

业道德研究
三等奖

42 陈春慧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践行课程思政，坚持立德树人 三等奖

43 李垂泵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作高楼以展望，点阑珊以相守 三等奖

44 霍仙丽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抗“疫”路上，你我同行——在疫情中淬炼思

政课教师的使命担当
三等奖

45 梁耀军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在培训中心工作

有感
三等奖

46 闫  娟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儿时的梦想，一生的

追逐
三等奖

47 刘文波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感悟“师德”，与学生共同成长 三等奖

48 郝媛媛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12年，只愿不负光阴不负卿 三等奖

49 吴  敏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艺术设计系 做一束光 引前行者 三等奖

50 胡光武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那些帮助过我的老师、和我帮助过的学生：我

的半生师生缘
三等奖

51 胡信华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春风化雨 不负青春 三等奖

52 丘桂芳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我心目中的师德 三等奖

53 杨  令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将心暖心，只为上好“沟通”这一课 三等奖

54 罗  莎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淬炼师德师能，践行育人使命”——三年教

师生涯有感
三等奖

55 罗剑斌 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院 我与我师 三等奖

56 刘 霞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春暖花开，我们相逢在涉外商务学院云课堂 三等奖

57 周侍美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留 痕 三等奖

58 鲍英英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初心•尽心•平常心 三等奖

59 崔佩琳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淬炼师德、提高师能、从我做起 三等奖

60 任晓莉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记机电学院张理兴老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