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2 一带一路暨金砖大赛之数字媒体交互设计赛项选拔赛参赛名单 
 

序号 组别 省份 学校名称 领队（联系人）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参赛选手1 参赛选手 2 参赛选手 3 

1 中职 

重庆市 

重庆市酉阳职业教育中心 杨磊 杨磊 李霞 杨冶 梁孝林 彭程鸿 

2 

高职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余龙江 余龙江 冯德万 刘伟 谭晓东 黄一骏 

3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余龙江 余龙江 冯德万 陈澄 刘建波 曹露仁 

4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赵丽娜 赵丽娜 王影 黄昱 邵程杰 王文秀 

5 
中职 浙江省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 王健 王健 傅小兰 张燕 黄满超 蓝苏烁 

6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中等职业

学校 
赵阳 赵阳 王罗丹 施航波 徐浩楠  周欢 

7 高职 云南省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任友理 浦理娥 王荣 伍远弘 曾艺昆 詹媛媛 

8 高职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党宏平 党宏平 张媛 韩志远 曹璐娜 张贺洁 

9 高职 陕西省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韩泽洋 张艳 韩泽洋 叶位 薛宝家 郝正伟 

10 高职 山西省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马少青 马少青 范志英 李美洋 靳银银 白夏 

11 
中职 

山东省 

临沂市理工学校 王建飞 王建飞 王小康 张建都 宋俊豪 张复兴 

12 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孔祥贺 孔祥贺 徐冰潇 黄亚斐 徐露露 王智涛 

13 高职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马妍妍 高慧娟 马妍妍 王喜月 王雪 宋平凡 



14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韩静 韩静 丁银军 江晓龙 孟祥征 郑加地 

15 淄博职业学院 战会玲 战会玲 周彬 崔胜为 赵浩彬 卢梦姚 

16 高职 青海省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程文鑫 程文鑫 陈兴建 马学明 朱慧 周东阳 

17 中职 
内蒙古自

治区 

鄂尔多斯理工学校 高荣荣 高荣荣  李圣安 高一聪 王皓煦 

18 高职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 段佳炜 段佳炜 张学超 李嘉琦 纪宏源 高祯 

19 

高职 湖南省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倪栋 倪栋 彭珂珂 赵颖 颜峻康 谭玲美 

20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曾晨曦 曾晨曦 陈静 李佳芩 罗颖婷 周志颖 

21 湘潭技师学院 周婷婷 周婷婷 彭星星 杨稳 朱旺芬 陈凌峰 

22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杨昕澎 杨昕澎 朱华西 张宇 蒋佳佳 贺聚彬 

23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刘娜 刘娜 易文伟 董相铭 薛靖淳 胡瑶 

24 高职 黑龙江省 黑龙江职业学院 吕艳梅 吕艳梅 卢凤伟 张浩然 刘羽 代红伟 

25 中职 河南省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高级技

工学校 
张彪 晁素红 李茜菡 牛紫琪 王佳澍 白英言 

26 

中职 广东省 

中山市火炬科学技术学校 陈莉 陈莉 陈慧 武炳杰 郑敏冲 陈强 

27 中山市火炬科学技术学校 陈莉 陈莉 黄浩 巫文彬 黄长烨 罗一洋 

28 阳江技师学院 蔡清秀 谭悦平 蔡清秀 梁悦侨 蒋春霞 何蓝英 

29 江门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翁建勋 刘丹 潘伟峰 陈子谦 罗子健 李元东 



30 广州市技师学院 练恒清 彭文俊 罗琨 吴纪坊 张玉青 林鹏鑫 

31 广州市技师学院 陈意丹 罗志选 黄钰清 杜嘉韵 林诗韵 黄利欢 

32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谭雪荧 谭雪荧 冯丽珠 何文隽 黄健君 卢鑫 

33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

院 
马扬英 马扬英 宛楠 江家俊 邱阿华 黄炜伟 

34 东莞理工学校 张林林 张海燕 张林林 余敏 赖敏诗 邓超 

35 

高职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黄裕锋 黄裕锋 黄富亮 卓新明 李敏婷 许剑龙 

36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黄洪标 黄洪标 熊国华 林妍纯 张斌斌 程子豪 

37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邱炳城 周东 喻强 蔡志铭 刘巧巧 肖泽锐 

38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唐彩虹 唐彩虹 曾凡涛 汪志成 陈慧英 郭奕婷 

39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雷尚仲 雷尚仲  钟晓雯 徐文三 吴俭兴 

40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许燕 许燕  曾雪峰 颜智 辜钰帆 王春明   

41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许燕 许燕 杨艳瑜 曾思琦 田宗函 蔡昊翔 

42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陈惠红 陈惠红 刘柱栋 蔡梓帆 何俊宏 陈妆 

43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李思思 李思思 刘伟婉 黄升铠 陈玮山 张仕尧 

44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谢晗 谢晗 黄秋萍 张政炀 郑杰 黄子轩 

45 清远市技师学院 潘静韵 潘静韵 易珊如 包贤桂 黄恩辉 林诚光 

46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潘婷婷 潘婷婷 肖建芳 张冠希 周锦培 谢法纯 



47 韶关市技师学院 李亚琴 李亚琴 范文佳 陈玉铃 刘如意 梁敏 

48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夏玉良 张晓欣 黄进南 刘柏乐 林跃豪 潘涛涛 

49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夏玉良 张晓欣 黄进南 刘柏乐 林跃豪 潘涛涛 

5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邓体俊 邓体俊 柳瑛 黄梓锋 陈清滢 石艳红 

51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何成 何成 邱维阳 陈克之 周永超 陈浩杰 

52 
中职 北京市 

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 蒋思宁 蒋思宁 张垚 赵鑫月 苗壮 张亦驰 

53 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 宋平凡 蒋思宁 张丽芳 常轩悦 黄子健 杨梓桐 

54 
高职 安徽省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李昀芸 李昀芸 吴帮平 时园 康孟孟 刘开心 

55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李超 李超 费梦婷 郭勇 张梓安 吴兆阳 

56 中职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广西桂林商贸旅游技工学校 张晔 张晔 朱香 李荣峰 陈永翔 陆兴康 

57 

高职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罗 颖 罗 颖 温 馨 刘章鹏 麦馒尹 李清诗 

58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杨华 唐海燕 龙妍 卢丽冰 李燕华 覃金露 

59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杨华 唐海燕 梁家军 覃练琪 曾嘉嘉 覃雪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