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20 年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在省级及以上各类教学比赛中获奖情况统计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获奖等级 获奖时间 获奖教师 部门 

1 陕西省高校思政课教师“大练兵”活动 
陕西省教育工委 

陕西省教育厅 

思政课程 

教学能手 
2020.11 雷世斌 公共课教学部 

2 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 陕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2020.09 秦娟、贺静婧、申小琳、杨雯雯 
公共课教学部 

学生处 

3 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 陕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2020.09 何小曲、张庭姣、王岩、李影 
石油和化学工程系 

电子信息工程系 

4 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 陕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2020.09 何青、杨雅颉、李飞燕、恒梦娇 师范教育系 

5 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20.09 王路路、缪树宗、王婧、吴晓赟 航运工程系 

6 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20.09 乔艳 、邹燕 、张莹 、梁娜妮 公共课教学部 

7 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20.09 侯玉霞、李国荣、王小锋 

石油和化学工程系 

电子信息工程系 

教务处 

8 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20.09 赵欣欣、孙静、邵昭、严建军 农林与建筑工程系 

9 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20.09 申宁宁、薛威、程瑜、刘振 机电工程系 

10 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20.09 王素珍、王晨、武继英、曹婧文 经济管理系 

11 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中职组） 陕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2020.09 杨箫凝、杜锦华 农林与建筑工程系 

12 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中职组） 陕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2020.09 马莉、马梦妤、冯梦婷、邓佩茹 中职教育中心 

13 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中职组）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20.09 藏瑶、刘小静、张艳、高攀 中职教育中心 



14 陕西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中职组）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20.09 马帅、郝亚莉、徐永慧 中职教育中心 

15 2019 年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陕西省人民政府 二等奖 2020.2 呼世杰、樊建荣、同宇 
党政办公室 

学生处 

16 2019 年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陕西省人民政府 二等奖 2020.2 杨延存、韩涛、李明万 航运工程系 

17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教育部 二等奖 2019.11 陈红梅、冯丽荣、代琳、杨晓洁 教务处、医学系 

18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展示活动 教育部 一等奖 2019.12 张莹 公共课教学部 

19 陕西省高职院校课堂教学创新大赛 陕西省教育厅 一等奖 2019.11 刘月梅 教务处 

20 陕西省高职院校课堂教学创新大赛 陕西省教育厅 一等奖 2019.11 王霞 医学系 

21 陕西省高职院校课堂教学创新大赛 陕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2019.11 侯玉霞 石油和化学工程系 

22 陕西省高职院校课堂教学创新大赛 陕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2019.11 张慧 公共课教学部 

23 陕西省高职院校课堂教学创新大赛 陕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2019.11 杨静 公共课教学部 

24 陕西省高职院校课堂教学创新大赛 陕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2019.11 宋雪 机电工程系 

25 陕西省高职院校课堂教学创新大赛 陕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2019.11 杨晓洁 医学系 

26 陕西省高职院校课堂教学创新大赛 陕西省教育厅 优秀奖 2019.11 曹艳 农林与建筑工程系 

27 陕西省高职院校教学能力比赛 陕西省教育厅 一等奖 2019.9 刘月梅、侯玉霞、杨红丽、李国荣 
教务处 

石油和化学工程系 

28 陕西省高职院校教学能力比赛 陕西省教育厅 一等奖 2019.9 陈红梅、冯丽荣、代琳、杨晓洁 医学系 

29 陕西省高职院校教学能力比赛 陕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2019.9 程瑜、崔金玉、刘力 机电工程系 



30 陕西省高职院校教学能力比赛 陕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2019.9 张慧、李敏、贺飞 公共课教学部 

31 陕西省高职院校教学能力比赛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19.9 黄倩、乔艳、霍晓花、邹燕 公共课教学部 

32 陕西省高职院校教学能力比赛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19.9 李影、王岩、赵怡 石油和化学工程系 

33 陕西省高职院校教学能力比赛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19.9 孙静、邵昭、严建军、刘银霞 农林与建筑工程系 

34 陕西省高校思政课教师“大练兵”活动 
陕西省高教工委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高校思政

课教学骨干 
2019.6 黄倩 公共课教学部 

35 

陕西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 

陕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2019.6 闫改梅 中职中心 

36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19.6 兰燕 中职中心 

37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19.6 刘勰 中职中心 

38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19.6 何海霞 中职中心 

39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教育部 二等奖 2018.11 冯丽荣、杨晓洁、孙苗苗 
教务处 

医学系 

40 

陕西省第三届高校教师微课教学比赛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18.8 冯丽荣 医学系 

41 三等奖 2018.8 李静 农林与建筑工程系 

42 三等奖 2018.8 王霞 医学系 

43 陕西省高校思政教师“大练兵”活动 陕西省高教工委 一等奖 2018.7 张莹 公共课教学部 

44 陕西高等学校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教科文卫

体工会委员会 

三等奖 2018.7 杨雅颉 师范教育系 

45 陕西省高职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陕西省教育厅 

一等奖 2018.7 李影、赵怡、辛颖 石油和化学工程系 



46 一等奖 2018.7 陈红梅、代琳、郝翠花 医学系 

47 二等奖 2018.7 何青 师范教育系 

48 三等奖 2018.7 侯玉霞、张欢、罗娟娟 石油和化学工程系 

49 三等奖 2018.7 张慧、李敏、李霞 公共课教学部 

50 三等奖 2018.7 程瑜、申宁宁、蔡小英 机电工程系 

51 三等奖 2018.7 王逸远、马宏燕、王素珍 经济管理系 

52 三等奖 2018.7 邹燕、何振苓、乔艳 公共课教学部 

53 

陕西省高职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陕西省教育厅 

一等奖 2018.7 张莹、王丹、拓宣庆 公共课教学部 

54 一等奖 2018.7 冯丽荣、杨晓洁、孙苗苗 医学系 

55 一等奖 2018.7 杨雅颉、文延荣 师范教育系 

56 一等奖 2018.7 张庭姣、何小曲 石油和化学工程系 

57 二等奖 2018.7 姚延琴、黄星铭、杜锦华 农林与建筑工程系 

58 二等奖 2018.7 宋雪、赵瑜 机电工程系 

59 三等奖 2018.7 庄蕊洁、王艳、李文侠 经济管理系 

60 三等奖 2018.7 缪树宗、王路路、程才乾 航运工程系 

61 2017 年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陕西省人民政府 二等奖 2018.2 
刘月梅、冯丽荣、侯玉霞、刘振、

杨雅颉 
教务处 

62 

2017 年陕西省高职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陕西省教育厅 

一等奖 

2017.8 

冯丽荣、陈红梅、杨晓洁 医学系 

63 二等奖 井晓娟、李静、白鹏 农林与建筑工程系 

64 三等奖 杨雅颉、何青 师范教育系 



65 一等奖 王路、王婧、缪树宗 航运工程系 

66 二等奖 侯玉霞、罗娟娟、张欢 石油和化学工程系 

67 三等奖 赵国平、王斌、刘国鸿 机电工程系 

68 三等奖 崔金玉、程瑜 机电工程系 

69 

陕西省第二届高校教师微课教学比赛 陕西省教育厅 

优秀组织奖 2017.6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70 一等奖 2017.6 王霞 医学系 

71 
陕西省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微课教学比赛 

陕西省委高教工

委 
优秀奖 2017.2 张婕 公共课教学部 

72 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教育部 二等奖 2016.11 刘月梅、侯玉霞、冯丽荣 
教务处 

石油和化学工程系 

73 
陕西省高职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陕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2016.8 刘月梅、侯玉霞、冯丽荣 
教务处 

石油和化学工程系 

74 二等奖 2016.8 王霞 医学系 

75 

陕西省高职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陕西省教育厅 

三等奖 2015.8 李敏、张慧、许小华 公共课教学部 

76 三等奖 2015.8 杨静 师范教育系 

77 三等奖 2015.8 吴春桃 航运工程系 

78 三等奖 2015.8 李影 石油和化学工程系 

79 

陕西省高职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陕西省教育厅 

二等奖 2014.8 杨雅颉 师范教育系 

80 三等奖 2014.8 马鹏帅 石油和化学工程系 

81 三等奖 2014.8 张娜 师范教育系 



82 二等奖 2014.8 冯丽荣 教务处 

83 陕西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教科文卫

体工会委员会 

三等奖 2014.7 冯丽荣 教务处 

84 陕西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教科文卫

体工会委员会 

三等奖 2014.7 杨雅颉 师范教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