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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健康活动月”风采展示
活动结果公示

各有关技工院校：

为促进我省技工院校心理教育工作深入开展，提升心理教育

教学实效，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于 2020年 4月开展了

“心理健康活动月”风采展示活动。在广大技工院校的积极参与和大

力支持下，此次活动共收到 47所院校报送的“心理健康活动月”经

验总结、调查报告和特色项目。经过专家组认真审核，共选出 112

份作品进行推优展示，其中一等奖 12个、二等奖 22个、三等奖

35个、优秀奖 43个，现进行公示，公示期 7天。

如对推优展示作品存在异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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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2.2020年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健康活动月”风采展示

推优名单

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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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 惠州市技师学院

广东省技师学院 中山市技师学院

广东省交通运输技师学院 东莞市技师学院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韶关市技师学院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珠海市技师学院

汕尾市高级技工学校 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广东岭南现代技师学院 中山市工贸技工学校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汕头技师学院

广州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河源技师学院

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清远市技师学院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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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年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健康活动月”风采展示推优名单

序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项目类别 评审结果

1 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活动月经验总结 洪燕 黄少妹 赵燕玲 活动月总结 一等奖

2 中山市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活动月经验总结 王婷 活动月总结 一等奖

3 汕尾市高级技工学校 心理健康活动月系列活动总结 曹如 李璐 苏爱霞 活动月总结 一等奖

4 惠州市技师学院 夜读·云拨亮 张余别 孙碧霞 杜园园 田缨 邓超云 特色项目 一等奖

5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云上有爱，同心抗疫”心理健康系列微课 杨琳琳 罗莉云 杨燕红 特色项目 一等奖

6 广州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声入人心”配音比赛 袁斌 钱红 特色项目 一等奖

7 东莞市技师学院 “对生命说是”自信自爱力提升训练营 刘艳芬 陈英娇 杜少银 陈茜 刘佩君 特色项目 一等奖

8 中山市技师学院 全体师生心理普查，预防矫治心理问题 赵海吉 王婷 娄慧宇 杨芳琳 杨由天 特色项目 一等奖

9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微读书 观天下”7天读史营 赵彩红 肖文婷 徐欣 特色项目 一等奖

10 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 “生活小当家”系列活动 赵燕玲 洪燕 黄少妹 特色项目 一等奖

11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下学生心理和行为情况调查报告 罗莉云 杨燕红 杨琳琳 调查报告 一等奖

12 中山市技师学院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下学生心理和行为状况调查报告 赵海吉 杨芳琳 调查报告 一等奖

13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活动月助力技校学生打赢“心理防御战” 杨燕红 杨琳琳 罗莉云 活动月总结 二等奖

14 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心理健康活动月经验总结 王磊 活动月总结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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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项目类别 评审结果

15 珠海市技师学院 珍爱生命，幸福人生 程雯雯 李捷华 活动月总结 二等奖

16 河源技师学院 2020年“盛夏光年，疫情中的我们” 冯艳丹 谢丽娟 叶丽辉 活动月总结 二等奖

17 广东省交通运输高级技工学校 心理健康活动月经验总结 李红花 钱敏娜 活动月总结 二等奖

18 韶关市技师学院 2020年心理健康活动月活动总结 周静 活动月总结 二等奖

19 广东省技师学院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大众心理和行为情况调查报告 李迎春 李勇 调查报告 二等奖

20 中山市技师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山市技师学院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娄慧宇 调查报告 二等奖

21 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心理健康活动月——问卷调查 陈湛军 黄红 邱梦茹 调查报告 二等奖

22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疫情下我院准实习生求职心态调查研究 白小华 调查报告 二等奖

23 东莞市技师学院 抗疫，我们在行动——疫情期自我成长专题活动 刘佩君 吴静雯 计琳 陈茜 杜少银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4 广州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声音战“疫”心理微课大赛 袁斌 何建华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5 惠州市技师学院 “共筑‘心’防 全‘艺’抗疫” 张余别 邓超云 余思霞 孙慧芳 陈娥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6 惠州市技师学院 居家打卡练技能 辛勤劳动暖亲情 张余别 邓超云 余思霞 王冬林 叶桂凤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7 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 “打开‘疫’扇窗，宅出‘心’健康”主题班会活动 王思 胡 婷 刘庆锋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8 清远市技师学院 讲述我的生命故事——个人成长相册制作与分享活动 文艳霞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9 中山市技师学院 三管齐下，筑牢学生心理防线 赵海吉 王婷 杨芳琳 杨由天 娄慧宇 特色项目 二等奖

30 中山市技师学院
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中山市技工院校 2020年心

理知识技能大赛
赵海吉 王婷 杨由天 娄慧宇 杨芳琳 特色项目 二等奖

31 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 “感恩守护 为爱发声”演讲比赛 王晓璇 赵燕玲 潘纯 特色项目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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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项目类别 评审结果

32 韶关市技师学院 懂父母，懂生命 何卓 周静 特色项目 二等奖

33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爱，云中寄”系列活动 潘秀琼 黄丹 潘玉芹 特色项目 二等奖

34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我是抗“疫”小主播 陈韵辉 白小华 桑毅 特色项目 二等奖

35 广东省技师学院 广州校区“心理健康活动月”经验总结 钟柳 活动月总结 三等奖

36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2020年心理健康活动月总结 白小华 桑毅 陈韵辉 活动月总结 三等奖

37 佛山市技师学院 2020年心理健康活动月活动总结 张秀芳 黄颖清 马艳 活动月总结 三等奖

38 广东省技师学院 爱，与你我同行 李迎春 李勇 活动月总结 三等奖

39 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心理健康活动月经验总结 陈湛军 黄红 邱梦茹 活动月总结 三等奖

40 汕头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活动月经验总结 王斯婷 蔡晓惠 活动月总结 三等奖

41 广东省南方技师学院 齐“心”共抗“疫”，云端伴成长！ 谢 耘 活动月总结 三等奖

42 江门市新会技师学院 “珍惜生命 幸福人生”心理健康活动月总结 陈鸿业 黄晓明 邓耀垣 杨咏琛 活动月总结 三等奖

43 深圳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活动月总结 张欣 活动月总结 三等奖

44 中山市工贸技工学校 关于疫情防控下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调查报告 王琼 调查报告 三等奖

45 广东省技师学院（广州校区）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大众心理和行为情况的调查报告 钟柳 调查报告 三等奖

46 广东省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大众心理和行为情况调查 崔喆 曾丽华 张丹 黄复华 调查报告 三等奖

47 中山市技师学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复学后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应

对机制调查研究
杨由天 调查报告 三等奖

48 广东省新闻出版高级技工学校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大众心理和行为情况调查报告 吴少明 王有霞 调查报告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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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项目类别 评审结果

49 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抗疫心理健康调查报告 王琼 陈咏梅 调查报告 三等奖

50 广东省交通运输高级技工学校 “抗疫情·心护航”系列作品征集 李红花 钱敏娜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1 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发现生命之美 罗凌 钟振华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2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安住当下——正念安心网络团体活动 李铁军 夏建玲 李丹丹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3 河源技师学院 “盛夏光年，疫情中的我们”之“挥·战疫之汗”运动挑战赛 曾勇辉 陈飞猛 张伟诚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4 广东省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手心相连——建立家校联盟项目 张丹 曾丽华 黄复华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5 陆丰市技工学校 同心共战役 青春展风采——新冠疫情下中职学生的心理防护 黄文秀 陈启栩 王娟 徐磊娟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6 广州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525趣味心理健康知识竞赛 袁斌、何建华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7 汕尾市高级技工学校 珍爱生命，幸福人生”优秀作品竞赛 曹如 苏爱霞 许立红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8 中山市工贸技工学校 “用温暖照亮前方”疫情防控下网络心理辅导 王琼 唐思敏 刘雪婷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9 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心理健康活动月——曼陀罗绘画活动 王磊 陈永梅 温健伟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0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疫情期间“心海码头”心理微信公众号系列推文 白小华 桑毅 陈韵辉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1 广东省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幸福瞬间”摄影展和“生命”主题文摘征集 崔喆 黄复华 张丹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2 广东省核工业华南高级技工学校 “云运动 来比拼”线上 PK活动 徐笔宏 潘珊珊 黄秀霞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3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战“疫”系列心理健康教育线上课程 康梦娜 张锦燊 林琪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4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趣运动，乐健康”趣味运动会 卢超群 罗鸿群 陈建军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5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暖心计划，我们与您共战疫情 康梦娜 张锦燊 刘珍秀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6 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感恩生命——我为父母做顿饭 蔡佳芸 魏振斌 陈洽 特色项目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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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项目类别 评审结果

67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同心战“疫”——公用青年为祖国加油，武汉加油作品征集 赵彩红 肖文婷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8 韶关市技师学院 1209号咨询师心理援助热线平台陪你抗疫复学 廖利华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9 珠海市技师学院 “自助自强，安心行动”自助安心训练营活动 李捷华 程雯雯 特色项目 三等奖

70 广州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活动月经验总结 袁斌 钱红 活动月总结 优秀奖

71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抗击疫情 爱己及人 李铁军 活动月总结 优秀奖

72 深圳市携创高级技工学校 心理健康活动月系列活动经验总结 李明莹 活动月总结 优秀奖

73 广东省新闻出版高级技工学校 2020年心理健康月活动总结 吴少明 王有霞 活动月总结 优秀奖

74 佛山市高明区高级技工学校 心理健康活动月经验总结 肖政添 刘惠华 活动月总结 优秀奖

75 中山市工贸技工学校 “抗疫‘心’动力”心理健康月经验总结 王琼 活动月总结 优秀奖

76 东莞联合高级技工学校 心理健康月活动总结 邓晓桐 陈美柔 林晓然 活动月总结 优秀奖

77 广东省粤东商贸技工学校 “珍爱生命，幸福人生”心理健康活动月 李燕 陈淑莹 活动月总结 优秀奖

78 广东岭南现代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活动月经验总结 曾丽芳 苏健文 活动月总结 优秀奖

79 广东省交通运输高级技工学校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大众心理和行为情况调查报告 李红花 钱敏娜 调查报告 优秀奖

80 韶关市技师学院 疫情期间技工院校毕业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何卓 调查报告 优秀奖

81 汕头技师学院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学生心理和行为情况调查分析 王斯婷 蔡晓惠 调查报告 优秀奖

82 清远市技师学院 心理调查与测试总结报告 文艳霞 调查报告 优秀奖

83 汕尾市高级技工学校 汕尾高技新冠疫情期间学生心理健康问卷调查总结 曹如 孙铭焕 李璐 调查报告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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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项目类别 评审结果

84 广东省核工业华南高级技工学校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学生心理和行为情况调查分析 马碧娴 黄秀霞 调查报告 优秀奖

85 佛山市技师学院 “回归校园，心理护航”心理团体辅导活动 李爱珠 张秀芳 黄颖清 马艳 特色项目 优秀奖

86 广东省台山市技工学校 微笑的力量 青年的担当 谭永如 廖学燕 特色项目 优秀奖

87 珠海市技师学院 “热爱生命，同心战‘疫’”心理微视频大赛 程雯雯 李捷华 特色项目 优秀奖

88 河源技师学院 “盛夏光年，疫情中的我们”之“吟·战疫之曲”歌唱比赛 叶丽辉 谢丽娟 冯艳丹 特色项目 优秀奖

89 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网上课堂 陈湛军 黄红 邱梦茹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0 云浮技师学院 “珍爱生命，‘疫’中有爱”线上主题作品征集活动 陈绮鸿 马晓惠 桂玉帅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1 广东省技师学院 打卡“快乐事件列表” 钟柳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2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打开“心”视界 发现平常美——“探索与觉察”主题活动 李铁军 李丹丹 夏建玲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3 惠东县技工学校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海报、绘画作品征集大赛 郭永贵 张奕明 姚玉红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4 汕头技师学院 “抗疫，我们在行动”微视频作品征集 蔡晓惠 程拱胜 王冬葭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5 佛山市高明区高级技工学校 “遇见更好的自己”教职工心理健康沙龙 伍佩芳 肖政添 刘惠华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6 湛江市技师学院 护心战“疫”，“艺”不容辞 我爱我家微视频比赛 廖振 柯绍明 冯彪 王世权 陈锦雄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7 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心理健康活动月——抗疫作品征集 陈湛军 黄红 邱梦茹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8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触摸生活的五彩缤纷”居家摄影征集 桑毅 白小华 陈韵辉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9 佛山市高明区高级技工学校 “疫情复学，以心助力”心理委员培训 肖政添 刘惠华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0 江门市新会技师学院 “逆境携行，你我同心”作品征集活动 陈鸿业 黄晓明 邓耀垣 杨咏琛 特色项目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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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惠东县技工学校 为祖国打 call 钟桂芳 朱慧妍 罗咏霞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2 深圳市携创高级技工学校 重点关注学生“一对一”心理困境帮扶 李明莹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3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疫线画家”心理海报评比 陈佩怡 张莉 李惠娟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4 广东省核工业华南高级技工学校 “抗疫情,宅生活”心理摄影比赛活动 黄秀霞 马碧娴 罗嘉薇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5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你我同行，抗疫同心”手抄报比赛 敖艳芳 胡苏雄 朱雨洁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6 广东岭南现代技师学院 “战疫神器，岭南创造”防疫用品小发明小制作比赛 邓秀珍 吴宇锋 苏健文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7 广东省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校园禁毒飞行棋趣味活动 甘模杰 彭阳恺 曲涛文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8 广州港技工学校 “疫中成长，感恩美好”之拍出身边的小美好 张菊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9 广东华夏高级技工学校 绘生命之彩，画“疫”路之情团体绘画心理辅导 邓晶晶 吕豪 陆炳林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10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基于朋辈互助共同成长的心理健康教育 李进豪 王达 曾广宇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11 广东华商技工学校 心理活动月系列活动 徐晓敏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12 广东华文航空艺术职业学校 “疫情下的我们”心理健康主题征文 刘杨 特色项目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