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西北职业教育联盟 
 

关于公布辽西北职业教育联盟 2018 年 
“最美学校”H5 创意作品大赛评选结果的通知 

联盟各成员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最美学校”H5 创意作品大赛的通知》经个人申

报、单位审核、推荐，联盟组织专家评审，公示，确定教师组“大美

师专”等 4项参赛作品获一等奖；“大美辽职——走进春天”等 7项参

赛作品获二等奖；“汽车营销与服务专业展示”等 7 项参赛作品获三等

奖（名单详见附件）；学生组“忆青春”等 7 项参赛作品获一等奖；“驻

足/时光”等 14 项参赛作品获二等奖；“师专一日游”等 14 项参赛作

品获三等奖（名单详见附件）。希望获奖者再接再厉，努力在辽西北职

业教育领域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辽西北职业教育联盟将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荣誉证书由各单

位统一领取，领取时间为 2018年 7 月 12日—13 日。 

证书领取地点：辽宁职业学院（铁岭市银州区岭东街一委） 

联系人：梁景春 

联系电话：024-72862007    13464412796 

附件： 

1.辽西北职业教育联盟 2018 年“最美学校”H5创意作品大赛获奖

名单教师组 

2.辽西北职业教育联盟 2018 年“最美学校”H5创意作品大赛获奖

名单学生组 

辽西北职业教育联盟 

2018 年 7月 10日



  

附件 1： 

辽西北职业教育联盟 2018 年“最美学校”H5 创意作品大赛获奖名单教师组 

一等奖（4 项） 

序号 工作单位 选手姓名 作品名称 

1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辛颖、于跃、张晓丹 大美师专 

2 辽宁职业学院 吴利华 青春出彩之辽职 

3 辽宁职业学院 高洪一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专业简介 

4 辽宁职业学院 王碧卿、王萌 五月的鲜花 

 

二等奖（7 项） 

序号 工作单位 选手姓名 作品名称 

1 辽宁职业学院 关伟明 大美辽职——走进春天 

2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郝志英、庞占川 那一年 

3 辽宁职业学院 方莉 跨越梦想—PS 设计大赛 

4 辽宁职业学院 林晓峰、白江 中国梦、辽职梦、我的梦 

5 
辽宁职业学院 王晓俊 

最美学校之辽宁职业学院高尔夫学

院轮岗实训 

6 铁岭市信息工程学校 常艳丽 铁岭信息工程学校 

7 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磊、刘冬梅 铁岭大学生服务平台 

 

三等奖（7 项） 

序号 工作单位 选手姓名 作品名称 

1 辽宁职业学院 汪海红 汽车营销与服务专业展示 

2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春阳、刘楠、史云飞 青春·印象 

3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晓丹、盛海明、张君 音乐梦 

4 辽宁职业学院 李新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专业宣传 

5 辽宁职业学院 梁景春、王晓俊 最美果岭人之高尔夫草坪养护纪实 

6 辽宁职业学院 王冬 热血青春—2017 级新生军训 

7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宋君成 辽建院赞歌 



  

附件 2： 

辽西北职业教育联盟 2018 年“最美学校”H5 创意作品大赛获奖名单学生组 

一等奖（7 项） 

序号 工作单位 选手姓名 作品名称 

1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安勃璁、高艺芳、贾震 忆青春 

2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彭聪 青春之旅大学站 

3 辽宁工程学院 时海霞、芦桂莲、王进芳 桃李成蹊 

4 辽宁工程学院 岳丽荣、丁超、崔佳慧 独家"技"忆 

5 辽宁职业学院 王玉莹 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 

6 辽宁工程学院 李鑫健、李华、胡馨阳 汽服混动一家人 

7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杜明旭、纪广祎 《奔跑吧！辽建院》 

 

二等奖（14 项） 

序号 工作单位 选手姓名 作品名称 

1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涛、高峰 驻足/时光 

2 辽宁工程学院 赵德宇、谭帅兵 电信服务与管理 

3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晓珊 逐梦 

4 
辽宁职业学院 赵鑫淼 

辽宁职业学院广告设计与制作介

绍 

5 辽宁工程学院 赵悦、初立敏、姜泓夷 最美财经 

6 辽宁工程学院 崔硕、丁琪翔、刘星昊 汽修 171 班学生风彩 

7 辽宁工程学院 王硕、徐启发、韩晓娟 最美辽工，欢迎你来。 

8 辽宁工程学院 艾兴莉 汽服 171 班 

9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莉莉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10 辽宁工程学院 齐英楠、李梦瑶、肖湘 最美校园 

11 辽宁工程学院 王润泽、高博、许世燕 最美辽工，我在这里等你 

12 辽宁职业学院 阎晨凡 辽宁职业学院宣传介绍 

13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思琦、杨汝岱 忽而想家 

14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纪广祎、杜明旭 《梦在辽建院》 

 



  

三等奖（14 项） 

序号 工作单位 选手姓名 作品名称 

1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黄炜煜、索云飞、邹一名 师专一日游 

2 辽宁工程学院 张珊、齐慧 辽宁工程职业学院宣传册 

3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靖昊、韩非凡、谭家铭 遇见最美的你 

4 辽宁职业学院 宋丽阳 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介绍 

5 辽宁工程学院 邱元泽 最美学校 

6 辽宁职业学院 黄宇航 辽宁职业学院介绍 

7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郭佳悦、张楷迪、张彬彬 时光相馆 

8 辽宁工程学院 王丹、裘雯宇、于鑫 文明校园 

9 辽宁工程学院 吴跃香、杨光、刘帅 我的汽配我的家 

10 辽宁职业学院 赵琪 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介绍 

11 辽宁工程学院 石毅、姜景林 我的校园景色 

12 辽宁工程学院 刘志强、冯一峰、严振威 汽修 174 班活动史 

13 辽宁工程学院 王金辉、艾兴莉 最美校园 

14 辽宁工程学院 王 敏、毕婕妤、李 莹 最美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