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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健康活动月”
特色项目评审结果公示

2017年度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健康活动月”特色项目

评审（粤职协函〔2017〕7号），经过评委初评及复评，共有

51份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其中一等奖 7名、

二等奖 15名、三等奖 21名、优秀奖 8名，现对获奖成果进行

公示，公示期 7天。

如对获奖作品存异议的，请在公示期内与广东省职业培训

和技工教育协会联系，电话：020-83565860。

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秘书处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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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健康活动月”特色项目评审结果公示

序

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评审结果

1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心灵列车”— 同伴教育活动 李丹丹 李铁军 夏建玲 周巨洪 一等奖

2 中山市技师学院 “对话心理专家，访谈青春烦恼”——心理访谈专题活动 谭纯 王婷 娄慧宇 杨由天 杨芳琳 一等奖

3 韶关市技师学院 记录小确幸，快乐每一天 张考灵 廖利华 何卓 盛国刚 黎兴 一等奖

4 东莞市技师学院 影动‘心’世界—心理微电影大赛 杜晓芬 刘佩君 杨建峰 杜少银 李建红 一等奖

5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阳光心情，我先行”情绪专题系列活动 陈英娇 李濛 一等奖

6 江门市技师学院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一元生存挑战赛 莫小茹 吕简容 谭红华 林成达 洪军 一等奖

7 惠州市技师学院 快乐订单校园行，远离情绪小魔怪 李国辉 张余别 邓超云 一等奖

8 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 表达情绪, 遇见自己——用意象对话技术进行情绪管控教育 肖春花 王雪玲 温桂东 黄俊敏 吴崇华 二等奖

9 广东省交通运输高级技工学校 “挥洒缤纷，认识自我”五彩缤纷情绪园 李红花 张晓霞 二等奖

10 广东省揭阳市高级技工学校 致青春——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 杨丽娟 二等奖

11 汕尾市技工学校 我们一起成长 曹 如 二等奖

12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此生您最珍贵，我愿陪你变老 赵彩红 陈涛 徐欣 张毓勇 二等奖

13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绿色共享、快乐传递”——爱护共享单车系列活动 李洁 杨燕红 杨琳琳 罗莉云 二等奖

14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魅力女生，从心开始”女神养成系列活动 白小华 郭宾 尹凤霞 二等奖

15 广东省技师学院 阳光班级，快乐你我——朋辈团体心理素质拓展活动 李勇 廖秋兰 金辉 二等奖

16 中山市技师学院 寻找“自信之星” 谭纯 王婷 娄慧宇 杨由天 杨芳琳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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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评审结果

17 韶关市技师学院 发现优势，找回自信——校园吉尼斯大赛 何卓 张考灵 廖利华 周静 二等奖

18 广东省核工业华南高级技工学校 情绪来了,我们怎么办？ 罗嘉薇 汪广学 杨洲钟 邱琼 张翠媚 二等奖

19 广东省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拥抱阳光心理，自主管理情绪”——“职来职往”模拟面

试竞赛系列活动
黄纯琳 冯熙 王京娜 林婷 胡姗姗 二等奖

20 珠海市技师学院 “ 心随影动，镜头人生 ”心理微电影大赛 高小霞 罗文生 程雯雯 伍桂花 李捷华 二等奖

21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与情绪共舞——“一人一故事”心理小剧场团辅活动 张莉 陈佩怡 二等奖

22 湛江市技师学院
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不舍不弃——朋辈心理辅导员队伍建

设
廖振 黄世东 柯绍明 张梅 李丽荣 二等奖

23 广州市技师学院 让阳光沐浴心灵 让快乐洒满校园 宋艳 蓝彩霞 黄晓彬 廖冬青 三等奖

24 广东花城工商技工学校 心理剧大赛“创新创业” 李新国 张敏婷 葛淑莹 三等奖

25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诵读诗词 浸润心灵”心理活动月—诗词游园 黄少妹 洪燕 王思 三等奖

26 广东省海洋工程技工学校 基于学长真实案例的心理健康教育 李进豪 王达 罗经辉 梁伟英 陈晓青 三等奖

27 茂名市高级技工学校 “塑造阳光心态—我心情我 Hold住”主题班会 车有金 丁剑 纪晓娜 杨柳 梁踔慧 三等奖

28 阳江技师学院 “趣味拓展，心情分享”拓展活动 冯泳冲 付晓凤 张金玲 卢玉霞 三等奖

29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让科学仪器与心理活动擦出火花—“心理游园会“的新方向 陈雯 胡春香 朱雨洁 钱玉娟 三等奖

30 广州港技工学校 在声音中前行，在青春里成长—— 声音与心理系列活动 曾斯婷 三等奖

31 中山市技师学院 “进心理小剧场，入人生大舞台”——心理情景剧大赛 谭纯 王婷 娄慧宇 杨由天 杨芳琳 三等奖

32 东莞市技师学院 一个都不能少——全方位动态情绪管理 杨建峰 刘佩君 杜晓芬 杜少银 李建红 三等奖

33 深圳技师学院 “我爱我”团体康乐辅导 王冠恒 三等奖

34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聆听心灵声音，放飞快乐心情——525我爱我心理健康主题

游园
李伊丽 三等奖

35 龙川县技工学校 “蒙娜丽莎”的微笑 骆小梅 骆丽萍 叶丽琴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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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东莞市技师学院 心理知识知多D—心理知识竞赛 刘佩君 杨建峰 杜晓芬 杜少银 李建红 三等奖

37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心理电影赏析活动 肖文宇 三等奖

38 江门市技师学院 遇见未知的自己——彩虹技艺体验坊 莫小茹 林成达 蔡计荣 梁佑灵 姚仕琨 三等奖

39 广东省新闻出版高级技工学校 管控情绪之我行——21天不抱怨活动 朱运清 许奕彬 三等奖

40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自我认识之情绪管控”绘本治疗团体心理辅导 罗淑芬 三等奖

41 广东省南方技师学院 放飞心灵，感悟成长——“心灵成长”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谢耘 三等奖

42 河源技师学院 “情绪你我他，共同掌控它”情绪管理活动 吴玉云 三等奖

43 广东岭南现代高级技工学校 第一届心理剧大赛 王建侠 高慧平 苏健文 三等奖

44 惠城区技工学校 “语过天晴”心情墙 钟惠影 谢卓珊 喻宁 王窕珊 优秀奖

45 兴宁市技工学校 班级心理活动 刘伟益 邓聪强 彭柳青 曾卫勇 彭新导 优秀奖

46 佛山市南海技师学学院 成立心理社团——心理健康教育的新途径 张秀芳 蓝秋燕 余哲 优秀奖

47 茂名技师学院 管控情绪“小魔怪”系列活动之——绘心 宁骏 梁小松 李好 张雪 优秀奖

48 惠东县技工学校 不做情绪的奴隶报刊 罗咏霞 张奕明 优秀奖

49 广东华夏技工学校 夜色音乐会 邓晶晶 张头古 刘小松 陆炳林 优秀奖

50 罗定市技工学校 让心灵不再孤独——欢乐拍 彭建平 何雯燕 陈燕怡 黎影敏 优秀奖

51 广东省冶金技工学校 告别昨天的烦恼 刘学平 陈悦姬 胡非佶 杨慧琼 刘小育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