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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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关技工院校：

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于 2019年 3月开展了第四届

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健康活动月”特色项目评审（粤职协函

〔2019〕3号）活动，活动共收到 49所院校报送的特色项目。经

过评委评审，共有 84份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其中

一等奖 12名、二等奖 26名、三等奖 30名、优秀奖 16名，现对

获奖成果进行公示，公示期 7天。

如对获奖作品存在异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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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件：

2019年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健康活动月”特色项目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评审结果

1 韶关市技师学院 积极看世事，倒霉熊也福乐 何卓 廖利华 张考灵 一等奖

2 广东市交通技师学院 每一个生命，你我共同呵护——向校园欺凌说“不”系列活动 张莉 陈佩怡 李惠娟 一等奖

3 广东花城工商技工学校 失恋博物馆 郭宇翔 文辉 张敏婷 一等奖

4 江门市技师学院 人生再 take two 杨 茸 梁益丽 一等奖

5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画里画外，话人生——心理健康活动月特色项目 罗莉云 杨琳琳 吴勤璇 一等奖

6 广东省技师学院 “精彩生命，珍惜当下”校园活力节——为精彩生命打卡 钟柳 梁彬 吴勇斌 一等奖

7 东莞市技师学院 “对自己说是”自我认识素质提升培训 刘艳芬 杜晓芬 刘佩君 陈 茜 杜少银 一等奖

8 珠海市技师学院 “珍爱生命，精彩人生”全校主题班会及团体辅导活动 程雯雯 伍桂花 李捷华 一等奖

9 惠州市技师学院 生命的朗读 刘和伟 邓超云 孙碧霞 陈怀倩 唐振斌 一等奖

10 河源技师学院 “品˙人生之书”网络打卡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冯艳丹 杨 帆 杨秋平 一等奖

11 汕尾市技工学校 “沟通合作，珍爱生命，关爱他人，精彩人生”素质拓展活动 曹如 林锦东 聂荣顺 一等奖

12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生命价值大拍卖”大型团体辅导 罗淑芬 一等奖

13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体验式生命教育——“感悟生命真谛，绽放精彩人生”心理游园会 康梦娜 张锦燊 二等奖

14 中山市技师学院 “体验生活，珍爱生命”——生命体验社会实践系列活动 赵海吉 王 婷 杨由天 杨芳琳 娄慧宇 二等奖

15 广东省高新技术技工学校 “21天生命护航”学习主题活动 潘秀琼 黄 丹 张帮岐 二等奖



序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评审结果

16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珍爱生命•精彩人生”——第二届心理健康形象大使选拔赛 胡春香 朱雨洁 陈 雯 钱玉娟 二等奖

17 江门市技师学院 寻找生命的故事 莫小茹 黎君琼 二等奖

18 广东省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做最好的自己：个人成长团体心理辅导 曾丽华 黄复华 崔喆 二等奖

19 陆丰市技工学校 珍爱生命 精彩人生——点线面扩散宣传与青少年禁毒教育的嫁接 黄文秀 卢继锡 吴漪婷 二等奖

20 湛江市技师学院 “爱生命.致青春”诗文朗读沙龙 廖振 柯绍明 彭小琼 冯彪 陈锦雄 二等奖

21 东莞市技师学院 “关爱心灵·演绎青春”校园心理剧大赛 杜晓芬 刘佩君 刘艳芬 陈茜 杜少银 二等奖

22 广东花城工商技工学校 激发潜能，拥抱幸福—积极心理学在学生团队建设中的应用 钟振华 罗 凌 金洁璐 二等奖

23 中山市工贸技工学校 爱生命，爱自己，做内心强大而温暖的人——心理健康知识竞赛 唐思敏 王 琼 刘雪婷 二等奖

24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绽放青春梦想 启航精彩人生——《榜样的力量》 王 思 黄 煜 刘庆锋 二等奖

25 广东省交通运输技师学院 激情生命·精彩人生 李红花 二等奖

26 中山市工贸技工学校 “珍视生命，珍爱生活”心理短片大赛 刘雪婷 王琼 唐思敏 二等奖

27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2019年“我爱我”心理健康活动月 杨咏琛 二等奖

28 广东花城工商技工学校 “感恩生活，珍爱生命”感恩石传递活动 张敏婷 彭玉生 葛淑莹 二等奖

29 珠海市技师学院 “硬核青春，无惧挫折”多米诺骨牌团体比赛 李捷华 伍桂花 欧梦健 二等奖

30 惠州市技师学院 惠技师最温馨打卡胜地 李国辉 刘和伟 张余别 邓超云 曾丽娜 二等奖

31 广东市交通技师学院 “体验你我的故事，让生命与戏剧同行”教育戏剧小组活动 张 密 张 莉 二等奖

32 佛山市技师学院 “感恩母亲，珍爱生命，爱要大声说出来” 李爱珠 张秀芳 二等奖

33 广东省核工业华南高级技工学校 珍爱生命，逐梦青春——让我们一起行动 黄秀霞 汪广学 杨洲钟 二等奖



序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评审结果

34 广东岭南现代高级技工学校 5.25心理健康活动日 苟舒尧 苏健文 曾丽芳 二等奖

35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珍爱自己，幸福人生”主题演讲比赛 陈韵辉 桑 毅 二等奖

36 清远市技师学院 “我的地盘我做主”生命宣传大赛 文艳霞 二等奖

37 肇庆市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知识普及 李 颂 黄文誉 栾少光 二等奖

38 广州市技师学院 静候生命花开 等待繁星满天 宋 艳 陈建明 二等奖

39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笑出自信，活出自我”微笑展 桑 毅 陈韵辉 三等奖

40 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 逢堂做剧 教学有戏——教育戏剧工作坊在职校生核心素养课程中的应用 温桂东 肖春花 黄俊敏 三等奖

41 河源技师学院 “歌·人生之律”擂台赛 谢丽娟 吴 冰 杨 帆 三等奖

42 中山市技师学院 “生命的历程”——园艺治疗活动 赵海吉 王 婷 杨由天 娄慧宇 杨芳琳 三等奖

43 广东省交通运输技师学院 陪伴·呵护生命 李红花 三等奖

44 广东华夏技工学校 《生如夏花，静美绚烂》团体心理辅导 邓晶晶 张头古 陆炳林 刘小松 三等奖

45 惠州市技师学院 感悟生命 绽放青春 刘和伟 邓超云 孙慧芳 曾丽娜 欧阳林 三等奖

46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积极心理，美丽人生”阅读分享会 康梦娜 三等奖

47 湛江市技师学院 以课程引领生命 以拓展炫动生命 柯绍明 廖振 张 梅 李丽荣 李秀婷 三等奖

48 台山市技工学校 成长路上 感恩有您——感恩活动 谭永如 李冰山 三等奖

49 河源技师学院 “绘·人生之图”心理漫画板报比赛 叶丽辉 柳铁非 杨 帆 三等奖

50 广东省核工业华南高级技工学校 生命教育戏剧——朋辈团辅培训活动 黄秀霞 三等奖

51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阳光路上 你我同行”第五届校园心理剧大赛 陈文昀 陈育冬 马 涛 姚旭娟 刘兴玲 三等奖



序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评审结果

52 广东省高新技术技工学校 第九届“心理健康活动月”扇子创意涂鸦大赛 黄 丹 潘秀琼 张帮歧 三等奖

53 深圳技师学院
宣泄自我，绽放青春—“奔跑吧同学”心理拓展比赛和“T恤”心
理涂鸦活动

王冠恒 三等奖

54 广州港技工学校 让心灵去旅行——身心之旅 张 菊 三等奖

55 东莞市技师学院 心理海报设计大赛 陈茜 杜少银 杜晓芬 刘佩君 刘艳芬 三等奖

56 广东华夏技工学校 《生命可以看见》校园心理剧活动 邓晶晶 张头古 陆炳林 刘小松 三等奖

57 兴宁市技工学校 首届“抖音”大赛暨 2019年度心理健康月主题活动 卢淑华 李会强 邓聪强 三等奖

58 广东省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珍爱生命，精彩人生”思维导图比赛 谭沁颐 黄 彬 向雪玲 三等奖

59 云浮技师学院 “乐青春·爱生命”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 陈绮鸿 三等奖

60 珠海市技师学院 “别样人生，珍惜拥有”心理体验活动 李捷华 伍桂花 程雯雯 三等奖

61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心理游园会 袁 斌 钱 红 三等奖

62 中山市工贸技工学校 教师团体心理拓展活动 王琼 唐思敏 刘雪婷 三等奖

63 广东省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你我的心灵之约”心理游园会活动 胡姗姗 黄纯琳 黄家宝 冯 熙 三等奖

64 广州城建技工学校 校园心理剧比赛 李炜英 梁锦彬 三等奖

65 清远市技师学院 珍爱生命主题辩论赛 文艳霞 三等奖

66 阳江技师学院 “珍爱生命，直面挫折”校园心理剧大赛 付晓凤 张金玲 三等奖

67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唱响校园 绽放青春”校园歌咏比赛 洪 燕 李 妍 王泽娟 三等奖

68 惠东县技工学校 珍爱生命，与“爱”同行，共“育”种子 陈惠丹 朱慧妍 徐振韬 三等奖

69 广东省高新技术技工学校 “心健康，心飞扬”心理文化长廊 陈慧清 优秀奖



序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评审结果

70 广东省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心理沙盘：我的人生自信并精彩 曾丽华 黄复华 崔 喆 优秀奖

71 广州港技工学校 接纳自己，奏起生命的乐章——微电影《人格分裂》 张 菊 优秀奖

72 中山市技师学院 “珍爱生命，精彩人生”抖音大赛 王婷 杨由天 杨芳琳 娄慧宇 优秀奖

76 广东市交通技师学院 “看见每一个生命”——戏剧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张莉 陈佩怡 李惠娟 优秀奖

74 江门市技师学院 生命之花 莫小茹 黎君琼 优秀奖

75 广东岭南现代高级技工学校 第三届心理剧大赛 曾丽芳 苏健文 苟舒尧 优秀奖

76 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 身心共筑，意义人生——见字如面角色扮演分享会 郑 嫦 李文茹 优秀奖

77 广东省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2019“禁毒杯”书画大赛 黄 彬 谭沁颐 解 炜 优秀奖

78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21天不迟到 李康有 刘妙群 优秀奖

79 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 母亲节感恩活动沙龙 郑 嫦 优秀奖

80 广东江南理工高级技工学校 生命的涂鸦心理绘画比赛 谢 青 优秀奖

81 惠东县技工学校 海报 绘画作品大赛 朱慧妍 郭永贵 罗咏霞 优秀奖

82 广东省新闻出版高级技工学校 《珍爱生命，护航青春》主题活动 吴少明 王有霞 优秀奖

83 佛山市现代商贸技工学校 心灵面对面 黎国硕 优秀奖

84 广东省创业工贸技工学校 信任之旅 甄权辉 彭文涛 陈锦沛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