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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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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以及我省关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有关精神，促进我省技

工院校心理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强化学生心理素质，培养学生心

理调适能力，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于 2021年 3月倡议

开展了第十一届“心理健康活动月”活动，并进行第五届“心理健康

活动月”优秀特色项目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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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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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10份作

品进行推优展示，其中一等奖 12名、二等奖 26名、三等奖 36

名、优秀奖 36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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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健康活动月”风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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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推优名单

2. 2021年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健康活动月”风采展示

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

2021年 8月 23日



-3-

附件 1

2021年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健康活动月”风采展示活动推优名单
序

号
学 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项目类别 评审结果

1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第十三届心理健康活动月总结 杨燕红 杨琳琳 罗莉云 慕泽飞 王国强 活动月总结 一等奖

2 中山市技师学院 伴你同行，强大内心 王婷 活动月总结 一等奖

3 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 “萌芽初绽，青春启航”——零成本心理健康环保公益行 陈淑莹 邱路飞 李锶锶 曾令忠 罗璇 特色项目 一等奖

4 广东省交通城建技师学院 好社交养成之 21天帮扶行动 钱敏娜 李红花 罗嘉欣 特色项目 一等奖

5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天天心“晴” “悦”读健康 黄秀霞 成建生 潘珊珊 徐笔宏 特色项目 一等奖

6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小舍·大爱”宿舍心理文化建设系列活动 罗莉云 杨琳琳 杨燕红 吴勤璇 庄东海 特色项目 一等奖

7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欢乐杯子减压操 姚旭娟 吴若琳 刘兴玲 特色项目 一等奖

8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交通解忧树洞 张莉 陈佩怡 李惠娟 特色项目 一等奖

9 江门市技师学院 “生涯探索，展望未来——追寻百年初心”模拟人生活动 沈友为 梁益丽 胡倩媚 特色项目 一等奖

10 韶关市技师学院 心理委员参与的孤独学生的团体辅导 何卓、周静、张考灵、廖利华 特色项目 一等奖

11 惠州市技师学院 333·弹弹弹 张余别 邓超云 余思霞 叶舟 黄育华 特色项目 一等奖

12 珠海市技师学院 让心理看的见——心理思维导图及心理漫画创作活动 程雯雯 李捷华 伍桂花 吴雪 特色项目 一等奖

13 广东省交通城建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活动月经验总结 李康有 刘妙群 李红花 罗淑芬 钱敏娜 活动月总结 二等奖

14 汕尾市高级技工学校 凝心聚力，提升心理弹性，共同成长 曹如 李京乘 牛雅萍 苏爱霞 李璐 孙铭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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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市技师学院 2021年心理健康活动月总结 张余别 张宇翔 韦彦希 陈云锋 吴青君 活动月总结 二等奖

16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提升心理弹性，塑造强大内心 黄丹 潘秀琼 吴冬春 欧婉贞 王庆有 活动月总结 二等奖

17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月活动总结 姚旭娟 吴若琳 刘兴玲 活动月总结 二等奖

18 佛山市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月活动总结 李爱珠 张秀芳 马艳 黄颖清 活动月总结 二等奖

19 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 “助力亚青 为亚青添彩”心理系列活动 黄少妹 洪燕 李晓耘 陈嘉琳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0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第一届“心舞台，新成长”心理剧大赛 易思旭 郭慧慧 胡姗姗 冯熙 许海冰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1 广东省交通城建技师学院 “声入人心”心理影视作品配音秀大赛 王伟 李康有 罗淑芬 刘妙群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2 广东省南方技师学院 “绘给 ta、绘内心、你我共绘心中梦”我画我心主题活动 王宁宁 黄彬 张洁莹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3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心联动，身边有你我 彭冰华 陈慧清 卢超群 吴冬春 罗鸿群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4 广东省新闻出版高级技工学校 团体心理辅导暨教育喜剧主题工作坊——手提袋 朱运清 陈丽静 夏耀鑫 吴少明 邓舒红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5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积极心理促成长——积极心理团体辅导 胡春香 陈雯 钱玉娟 朱雨洁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6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慧爱家园教师人文关怀公益社群 钱玉娟 朱雨洁 胡春香 陈雯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7 佛山市技师学院 “蕙质兰心，匠心佳人”女生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 符真瑄 贺亚娟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8 惠州市惠城区技工学校 以爱之名 为心发声 苏芳瑞 钟惠影 谢卓珊 高森 邹永乐 特色项目 二等奖

29 惠东县技工学校 “牵手相伴，共享阳光”手工绘画作品征集大赛 陈雨雯 朱慧妍 钟桂芳 特色项目 二等奖

30 江门市技师学院 “礼献建党百年，我们心心相随”学生团体辅导活动 梁益丽 范恒嘉 特色项目 二等奖

31 汕尾市高级技工学校
“疗愈自我，提高心理弹性，让幸福来敲门”——心理健

康知识系列讲座
曹如 李璐 苏爱霞 牛雅萍 李京乘 特色项目 二等奖



-5-

序

号
学 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项目类别 评审结果

32 汕尾市高级技工学校 “一战到底”—心理知识趣味竞赛活动 曹如 李京乘 苏爱霞 李璐 牛雅萍 特色项目 二等奖

33 中山市技师学院 伴你同行，全员参与，提升心理弹性 李春香 王婷 娄慧宇 杨由天 杨芳琳 特色项目 二等奖

34 河源技师学院 “心成长，自我宣泄”呐喊挑战赛 谢丽娟 杨秋平 黄水万 张嵛玉 吴玉云 特色项目 二等奖

35 肇庆市技师学院
扼制少年江湖，营造温暖校园——反校园欺凌主题系列

教育活动
黄文誉 张晋雁 栾少光 特色项目 二等奖

36 东莞市技师学院 心彩飞扬，快乐东技——大型心理体验活动 刘佩君 陈英娇 刘艳芬 杜少银 郑洁文 特色项目 二等奖

37 惠州市技师学院 Outward Bound Training(OB训练) 叶舟 余思霞 彭少娟 曾丽娜 邓超云 特色项目 二等奖

38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换一种角度，笑对生活”心理同伴教育活动 白小华 陈韵辉 桑毅 特色项目 二等奖

39 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活动月”工作总结 洪燕 黄少妹 李妍 王泽娟 胡婷 王思 活动月总结 三等奖

40 广东省新闻出版高级技工学校 心理健康月活动总结 朱运清 陈丽静 夏耀鑫 吴少明 邓舒红 活动月总结 三等奖

41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月活动总结 朱雨洁 陈雯 胡春香 钱玉娟 活动月总结 三等奖

42 佛山市高明区高级技工学校 心理健康月活动总结 伍佩芳 肖政添 罗俊娟 刘惠华 活动月总结 三等奖

43 梅州市技师学院
“学校-家庭-社工-检察官”四位一体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新

模式
肖梦芹 黄安庆 彭江 周丽婷 林立海 活动月总结 三等奖

44 珠海市技师学院 提升心理弹性，塑造强大内心 程雯雯 李捷华 吴雪 伍桂花 活动月总结 三等奖

45 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 美丽一校 魅力一夏 赵燕玲 潘纯 特色项目 三等奖

46 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 爱家 爱党 爱国 王思 胡婷 黄煜 刘庆锋 特色项目 三等奖

47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趣味心理知识竞赛 许润梅 李江华 林晓玲 巫钦鸿 陈妃禧 特色项目 三等奖

48 广东省南方技师学院 “与心灵相约，与健康同行”525游园活动 王宁宁 谢 耘 吴娱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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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 “只言片语”心理桌游沙龙 陈园园 范秀莹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0 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释放积极情绪、舞动多彩人生”—自然剧场在学生心理

建设中的应用
伍桂香 陈永梅 林萍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1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唱一唱烦恼走，跳一跳压力跑 罗鸿群 张振 王庆有 林红霞 赵强华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2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心中有信仰，才能乘风破浪”心理微视频比赛 朱雨洁 钱玉娟 陈雯 胡春香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3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种下信仰的种子，向空心病 say no”主题宣讲比赛 陈雯 胡春香 朱雨洁 钱玉娟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4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今日彩虹卡，每天 get点心理能量 张莉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5 江门市技师学院 心语一条街 梁益丽 范恒嘉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6 梅州市技师学院 “每天 1个小确幸”21天微信打卡活动 肖梦芹 黄安庆 彭江 周丽婷 李建中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7 梅州市技师学院 “心随影动”观影周活动 肖梦芹 黄安庆 彭江 周丽婷 曾德纯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8 清远市技师学院 校园励志故事征集比赛 文艳霞 特色项目 三等奖

59 汕头技师学院 团体心理辅导——盲人与拐杖 蔡晓惠 王斯婷 周华乐 林宇 马哲伦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0 汕头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活动月现场活动之拓展小游戏 王斯婷 蔡晓惠 程拱胜 林宇 陈晓瀚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1 汕尾市高级技工学校 “心连心，手牵手”—学生心理委员成长工作坊 李京乘 牛雅萍 曹如 苏爱霞 李璐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2 韶关市技师学院 “点亮生命火花，提升心理弹性“主题活动 张考灵 魏作文 廖利华 周静 何卓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3 韶关市技师学院 提升神经症服药学生心理弹性的团体辅导 廖利华 周静 张考灵 何卓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4 深圳鹏城技师学 “快乐沟通 携手未来”——人际关系主题团辅活动 陈湛军 赵嘉颖 戈亮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5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心晴课间操 减压有妙招 崔淑静 李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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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河源技师学院 “心激发，绽放成长”心理沙龙活动 吴玉云 张嵛玉 谢丽娟 杨秋平 黄水万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7 湛江市技师学院 小故事，大道理，心理故事演说比赛 柯绍明 陈锦雄 洪淑君 廖振 冯彪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8 湛江市技师学院 快乐班级，和谐集体班级心理拓展活动比赛 吴裕菁 柯绍明 周宇航 李秀婷 黄世东 特色项目 三等奖

69 东莞市技师学院 “遇见未知的自己”心理弹性提升工作坊 刘艳芬 杜少银 特色项目 三等奖

70 东莞市技师学院 “放飞心灵”减压放松系列活动 陈英娇 王道建 刘佩君 刘艳芬 杜少银 特色项目 三等奖

71 珠海市技师学院 “携手凝聚心能量”团体拓展活动 李捷华、程雯雯、吴雪、伍桂花、张建华 特色项目 三等奖

72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小时侯的年味”征文暨音频作品征集活动 白小华 桑毅 王为华 特色项目 三等奖

73 中山市技师学院 伴你同行，亲近自然，让心灵放松 李春香 王婷 杨由天 娄慧宇 杨芳琳 特色项目 三等奖

74 中山市技师学院 伴你同行，家校联合，共筑心理防线 李春香 王婷 娄慧宇 杨芳琳 杨由天 特色项目 三等奖

75 广东省南方技师学院 “提升心理弹性，塑造强大内心”共建幸福校园 王宁宁 谢耘 黄彬 活动月总结 优秀奖

76 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心理健康活动月总结 陈永梅 伍桂香 活动月总结 优秀奖

77 惠州市惠城区技工学校 第十一届心理健康活动月总结 钟惠影 活动月总结 优秀奖

78 江门市技师学院 2021年心理健康活动月活动总结 梁益丽 活动月总结 优秀奖

79 广东省揭阳市高级技工学校 接种心灵疫苗，增强心理免疫 杨丽娟 活动月总结 优秀奖

80 韶关市技师学院 2021年心理健康活动月经验总结 周静 何卓 张考灵 廖利华 活动月总结 优秀奖

81 广东省技师学院 “解密自我，收获成长”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廖秋兰 刘弘苑 特色项目 优秀奖

82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情绪大转盘 郭春蓉 冯熙 蔡美容 马婉和 黄家宝 特色项目 优秀奖

83 广东省交通城建技师学院 积极心理形象使者 李红花 钱敏娜 罗嘉欣 特色项目 优秀奖



-8-

序

号
学 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项目类别 评审结果

84 广东岭南现代技师学院 第四届心理剧大赛 曾丽芳 苏健文 吴雯芳 特色项目 优秀奖

85 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 “换个角度，创造别样人生”心理演讲比赛 陈园园 范秀莹 特色项目 优秀奖

86 广东华夏高级技工学校 “心理知识伴我成长”心理知识竞赛 吕豪 高韩萍 陆炳林 梁华君 特色项目 优秀奖

87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不要怕，我们一起闯 陈慧清 彭冰华 卢超群 吴冬春 罗鸿群 特色项目 优秀奖

88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提升心理弹性，塑造强大内心”公众号征文比赛 张莉 特色项目 优秀奖

89 佛山市高明区高级技工学校
班主任“心灵有约”分享会——班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思考与应对策略
伍佩芳 肖政添 罗俊娟 刘惠华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0 广州华商技工学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李慧芬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1 广东省创业工贸技工学校 思考专注 甄权辉 周虹延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2 惠东县技工学校 自我关爱，向校园欺凌说“不”系列活动 罗咏霞 张奕明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3 江门市技师学院 百年足迹，心心相随--党在我心中 梁益丽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4 江门市新会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线下体验活动 陈鸿业 白辰韵 黄晓明 杨咏琛 邓耀垣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5 陆丰市技工学校 曙光行动 榜样青春 照亮你我心理 黄文秀 吴漪婷 廖远帆 余翀翀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6 梅州市技师学院 “提升心理弹性，塑造强大内心”心理嘉年华 肖梦芹 黄安庆 彭江 周丽婷 张桂煌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7 汕头技师学院 “关爱自我，助人自助”心理小手册 王斯婷 蔡晓惠 周华乐 林奋德 林宇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8 汕头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游戏课堂——火线物资支援之网格担架 蔡晓惠 王斯婷 程拱胜 林宇 陈晓瀚 特色项目 优秀奖

99 深圳鹏城技师学
织好织密学生心理健康“安全网” —— 学生心理普查及

早期干预活动
陈湛军 赵嘉颖 戈亮 黄红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0 深圳市宝山技工学校 “直面自我、拥抱真实”吐槽大赛 卢汉稳 叶秀群 特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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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云浮技师学院 我有我力量 陈绮鸿 王喜文 陈敏宜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2 中山市工贸技工学校 “珍惜生活，活出精彩”定向越野-心理健康知识竞赛 王琼 刘雪婷 唐思敏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3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关注·接纳·成长”这一刻，我们一起度过 李丹丹、李铁军、夏建玲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4 广州港技工学校 闯关大挑战——探索心灵之旅 张菊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5 广东省环保技工学校 提升心理弹性，塑造强大内心——心理电影周展播 刘杨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6 深圳技师学院 心理活动月团辅活动 王佳煜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7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提升心理弹性，塑造强大内心”心理健康主题开放日 桑毅 白小华 陈韵辉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8 中山市技师学院 伴你同行，穿过黑暗，强大内心 李春香 王婷 杨芳琳 杨由天 娄慧宇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09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增强心理弹性，助力幸福成长”心理书籍阅读分享会 张锦燊 康梦娜 特色项目 优秀奖

110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梦想与责任”心理健康主题演讲 陈满 李富贤 特色项目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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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健康活动月”风采展
示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 中山市技师学院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惠州市技师学院

广东省交通城建技师学院 珠海市技师学院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东莞市技师学院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韶关市技师学院

汕尾市高级技工学校 佛山市技师学院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江门市技师学院

广东省新闻出版高级技工学校 梅州市技师学院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汕头技师学院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河源技师学院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湛江市技师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