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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研职〔2021〕107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关于公布 2021 年 
温州市中职命题竞赛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部门，市局直属各中职学校： 

2021 年温州市中职命题竞赛已圆满结束。本次活动共收

到试卷 232 份，经初赛和答辩两个环节，共评出一等奖 24

名、二等奖 45 名、三等奖 74 名。现将评审结果予以公布（具

体名单见附件）。 
 

 附件： 2021 年温州市中职命题竞赛获奖名单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2021 年 11 月 24 日 

 
                                                            

抄送： 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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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温州市中职命题竞赛获奖名单 
（同等级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 24 名 

学科（专业） 命题教师（第一人为主命题者） 学校 

语文 谢  悦 周欣霖 潘玲玲 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语文 林  丹 张圣楠 李钱钱 温州护士学校 

语文 杨维维 欧阳洁 周炜炜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张  如 刘  湖 吴秀红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许笑笑 季晓洁 胡学贤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凌晓华 吴方圆 陈慧慧 瓯海区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数学 潘先韵 姚欲波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金海敏 李雪丽 金毓珍 永嘉县职业中学 

英语 刘蔚青 赵丽横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英语 唐婵婵 高倍丽 滕志雪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英语 王琼琪 洪  伟 刘炳贤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英语 赵海荣 毛彩梅 洪牡丹 文成县职业高级中学 

计算机类 林建永 黄洁珏 王姣姣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类 王腾毅 朱安倩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财会类 叶芸芸 郑月秋 蒋海彬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财会类 陈子荟 陈杨柳 邵晓荷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电子与电工类 王安如 卢晓琴 夏林川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机械类 张旭斌 吴伟浩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其他类（汽车专业） 黄苗苗 朱纯纯 陈佳佳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商业类（电子商务） 黄玮尔 翁培珠 牟景峰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商业类（电子商务） 芮彩凤 楚树雄 胡文琦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外贸类 李洪娟 周艳梅 叶  旦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文秘类 宋  超 吴婷生 吴国尧 瓯海区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医学护理类 陈慧慧 金倩倩 麻丽丽 温州护士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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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45 名 

学科（专业） 命题教师（第一人为主命题者） 学校 

语文 陈彬彬 孔彩霞 赵寻寻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何佳乐 徐亦乐 张瑶惠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语文 周丹丹 梅曼曼 王  凭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薛秀秀 周晓敏 王舒蕾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语文 宋素芬 连晓华 刘叙彤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 谢文秀 潘素青 郑思思 永嘉县职业中学 

语文 林  达 戴秋飞 吴丽荷 永嘉县职业教育中心 

数学 杨  歆 陈慧娜 徐晓敏 温州市轻工职业学校 

数学 李毓静 陈幸尔 李  娟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卢徐舒 陈永乐 林晓敏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数学 吴海树 郭兴福 孙成红 瑞安市开元综合高级中学 

数学 任建华 叶鹏程 谢蓓蓓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数学 池红余 邵秋收 徐慧敏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郑万疆 陈启迪 徐良前 苍南县金乡职业学校 

数学 吴文侠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英语 陈升帆 林艳丽 陈洁荷 温州护士学校 

英语 张华丹 瞿佳臻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英语 叶文兴 朱伟芳 李  雅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英语 李春花 曾海仙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英语 卓文春 薛爱桃 黄蕾蕾 龙港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英语 何筱佩 骆舒瑶 温州市轻工职业学校 

英语 陈丽水 郭炳山 郑英姿 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类 孙建芳 陈海斌 赖月霞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计算机类 高  娜 方岳跃 瑞安市开元综合高级中学 

计算机类 彭祥颜 邵秀芬 廖思思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类 虞旭蓓 邹颖怡 翁晓杰 永嘉县职业教育中心 

财会类 曾淑萍 杨  楠 张  锐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财会类 郑信丹 陈周蕊 薛  反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财会类 潘  芳 林  倩 王宣尹 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电子与电工类 胡菲菲 李佩蕾 林  磊 龙港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电子与电工类 周冬微 应景荣 廖良臣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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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类 谢顺财 朱繁盛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类 陈亮峰 廖文浩 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其他类（汽车专业） 柳鸣鹤 朱超颖 汪琪晖 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建筑类 吕伟伟 雷梦清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商业类（电子商务） 邱  菲 吴依婷 王  哲 平阳县第二职业学校 

商业类（电子商务） 牟丽丽 潘  雯 童丹萍 瓯海区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商业类（电子商务） 徐腾君 李欢乐 张思思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商业类（电子商务） 施  炜 陈惠娜 王祎祎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商业类（商品经营） 虞旭熙 倪高丽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商业类（商品经营） 苏  虹 金冬梅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旅游服务类 陈双双 王乐笑 赵之璧 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服务类 朱  亮 黄书河 章媛媛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药学类 鲍  肖 陈小君 郑海谊 温州护士学校 

农艺类 袁丽君 林布哲 南雪云 瑞安市农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74 名 

学科（专业） 命题教师（第一人为主命题者） 学校 

语文 王  蕾 林爱军 薛回回 苍南县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倪煜程 金施施 杨基东 洞头区职业技术中学 

语文 李赛丹 宋  峥 叶晓楠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刘丽丽 王琦玮 金  丹 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 包向俐 蔡宏慧 王雪晴 瑞安市开元综合高级中学 

语文 邵艳丽 郑长青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盛  朝 陈  彰 刘晓莉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夏  姝 何莎莉 胡旭秋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朱国娟 陈彤彤 朱春霞 瓯海区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语文 陈宇婷 刘洁琼 王丽丽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苏婷婷 赵  哲 周镜洁 文成县职业高级中学 

语文 张莉雅 戴若琪 伊家奇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数学 吴遇琬 朱萍萍 庄克文 洞头区职业技术中学 

数学 陈文文 高存义 黄贤欢 乐清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 黄二雷 倪郁朝 余式健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数学 陈美华 李秀卯 谢春晓 瑞安市第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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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张培恳 陈其喜 龙港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苏晓书 王莉娜 徐文文 温州护士学校 

数学 祝娅娜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周雯雯 周士浙 唐怡歆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吴建耀 李宏英 林  平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赵丹慧 苗  月 余梦怡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杨  萌 张喜莲 朱欢欢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张玲莉 冉淑娅 黄大力 浙江省瑞安市农业技术学校 

数学 郑成圩 陈倩倩 董旋旋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英语 黄金苗 张文平 苍南县金乡职业学校 

英语 吴春平 季佩丽 周海珍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 王建野 徐晓丹 赵素燕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 朱  丹 董美娜 王温柔 乐清市总工会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 俞曾蕾 郑海燕 瑞安市开元综合高级中学 

英语 陈  森 沈秀琼 瑞安市开元综合高级中学 

英语 贾超瑶 吴小雨 张  琪 瑞立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 徐瀛瀛 梅少敏 刘  静 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英语 谢  瑾 周  如 林锦辉 瓯海区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英语 陈梦梦 陈  婷 徐  欢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英语 卢伟鸥 涂晓慧 高琴春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类 章华吉 张夏元 林黄英 苍南县金乡职业学校 

计算机类 黄  敏 吴宏鸿 林小央 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类 陈丽贞 洞头区职业技术中学 

计算机类 陈旭淋 何国勇 任若宇 乐清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类 杨娜尔 方吴丰 林慧杰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类 刘传亲 邹佰财 吴加强 永嘉县职业中学 

计算机类 胡瑞波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财会类 徐君晓 乐清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 

财会类 刘少敏 金蓓芳 王微妹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财会类 刘雅洁 董  书 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财会类 马国燕 应冬兰 何  远 瓯海区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财会类 张小燕 孙曼曼 林清梅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电子与电工类 戴  锋 陈碎芝 李  峰 瓯海区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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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与电工类 杨  帅 朱彬如 郑新如 乐清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与电工类 郑  楠 金邓勋 郑鹏余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械类 吴胜祥 李抒珽 宋文文 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类 潘  靖 吕紫微 杨  畅 永嘉县职业中学 

机械类 陆黎明 陈孝海 林  珏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其他类（汽车专业） 张  良 封鹏杰 林初雷 瓯海区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其他类（汽车专业） 卢  晨 施孝潇 卢  斌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建筑类 王远顺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商业类（电子商务） 刘德秀 吴  杰 项小增 苍南县金乡职业学校 

商业类（电子商务） 金嵘嵘 应兰华 曾少爱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商业类（电子商务） 林  鹿 林日银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商业类（电子商务） 王小珍 林学伟 纪晓燕 文成县职业高级中学 

商业类（电子商务） 王晓慧 庞梦娇 吴小梅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商业类（商品经营） 陈芳芳 仇瑜琼 张  灿 乐清市雁荡山旅游学校 

商业类（商品经营） 赵  艳 黄洁雯 瓯海区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外贸类 李声莎 陈月婷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外贸类 徐敏珠 吴  旻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外贸类 王琳琳 胡  瑜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文秘类 陈利智 郑  燕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文秘类 裴  佩 任素芳 林  卉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旅游服务类 杜伟川 黄孙溪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旅游服务类 李  洁 孔思诗 林雪蓓 文成县职业高级中学 

服装类 郑巨港 王芳芳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服装类 尚婉桐 陈跃舒 瓯海区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医学护理类 杨  蜜 李  璐 戴俊利 温州护士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