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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举办第八届“深圳好讲师”教学能力竞赛的通

知》【组委会发[2022]1 号】文件，深圳好技师好讲师系列活动

组委会于 2022 年 6 月份启动了“深圳好讲师”教学能力竞赛。

竞赛活动得到了我市相关职业院校、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

企业培训师及社会自由讲师的积极响应，共有 217 名选手报名

提交参赛作品。竞赛组委会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

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分别对公办院校组、民办院校组、企业和

培训机构组三个赛区参赛选手的作品进行评审。依据评审结果，

公办院校组 20 名选手、民办院校组 15 名选手、企业和培训机

构组 15 名选手，共计 50 名选手入围复赛。现对入围名单予以

公示。 

公示时间：2022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28 日 

公示方式：在深圳职协网站、深圳职协微信公众号、深圳

好讲师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 

公示期间，凡对入围对象有异议的，请书面向竞赛组委会

反映。反映情况的书面材料须签署真实姓名、单位、联系电话，

并提供具体事实依据。未签署真实姓名、单位、联系电话以及

未提供具体事实依据的，均不予受理。对所反映情况，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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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密，认真调查。经调查属实的，将取消被调查人的参赛

资格并做出相应处理。 

 

 

深圳好技师好讲师系列活动组委会  

                        （代章） 

                        2022 年 9 月 23 日 

 

 

 

 

 

 

 

 

 

 

 

 

 

 

 

 

 

（联系人：常春、刘嘉文     联系电话：8299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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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作品名称 工作单位 

1 李宁 汽车智能语音交互失效故障诊断与排除 深圳技师学院 

2 何晓冰 主题花园植物空间设计 深圳技师学院 

3 张遐翎 以美铸魂——国潮吉祥物造型设计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 

4 宫静娜 点亮技能之光——天花平面图绘制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 

5 张明明 用滑屏思维设计农产品手机端详情页 深圳技师学院 

6 刘雪 国茶出海——Listing 详情页优化引流 深圳技师学院 

7 余明姝 “匠心铸魂，向党献礼”创意制作劳动实践 深圳技师学院 

8 李莎 美哉，我少年中国——文化交流海报设计 深圳技师学院 

9 韩菲菲 
From China to the World—— 

一批新冠疫苗的冷运之旅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 

10 陈海松 简易电子琴设计与制作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1 林培芬 四步营造“电影感”起居室效果图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 

12 彭亚莉 主觉验光——双眼矫正视力平衡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 

13 任静 
“乘跨境电商东风，助中国品牌出海”之优化产品

文案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4 金昱君 英文直播 助力国货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 

15 高仲康 模具的拆装与维护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6 梁雪珍 矩阵的运算——图像变换背后的真相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7 牛莹芳 培训需求分析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8 武清莲 
生生不息、珍爱生命—— 

以“东航事件”为导的团体活动课 
深圳技师学院 

19 杨洁 从疫情防控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 

20 徐义国 汽车自动大灯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深圳技师学院 



4 

 

 

 

15  

序号 姓名 作品名称 工作单位 

1 陈洁 国潮新韵——面塑醒狮的设计与制作 深圳市宝山技工学校 

2 何仁基 自动驾驶汽车激光雷达安装与调试 深圳市宝山技工学校 

3 袁志刚 “干炸”技法——粤式菊花鱼制作 深圳市深德技工学校 

4 林美莺 “危中有机”—— 8F 巧妙化解客户投诉 深圳市携创高级技工学校 

5 黄莹 牡丹花系列——中餐盘饰创意造型 深圳市宝山技工学校 

6 李欣欣 比亚迪 e5 无法慢充故障诊断与排除 深圳市宝山技工学校 

7 李云 唐朝漫画人物勾线 深圳市深德技工学校 

8 吴晓芬 创意服装“秀”——详情页营销设计 深圳市深德技工学校 

9 罗春梅 西湖龙井绿茶玻璃杯冲泡 深圳市携创高级技工学校 

10 倪文婧 瓷砖楼地面施工工艺——干铺法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11 蒋利利 拾忆 .长征——特色农产品系列化包装设计 深圳市携创高级技工学校 

12 张茜 客舱应急指南——机上安全设备演示 深圳市深科技工学校 

13 王雪莲 
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玉雕平安扣的雕刻制作 
深圳市科迪技工学校 

14 朱敏 亮出底牌——产品保本价格及保本点的核算 深圳市携创高级技工学校 

15 林婉娜 “青年节手账礼盒”营销短视频制作 深圳市携创高级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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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作品名称 工作单位 

1 龚喜 你也能调好受电弓——受电弓升降时间调节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 康博 
人定胜天—— 

无人驾驶车辆城市道路汽车行为预测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张乐 空调“血管”连接术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4 王凯弘 列车主电路“守护者”的诊、治技巧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5 邱春燕 
过关斩将—— 

服务机器人的 SLAM 建图与导航 
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李跃蒙 数字化赋能实验室质量控制 深圳市深水光明水务有限公司 

7 孔运动 一招破解阀门内漏问题——手工研磨 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 

8 陈永江 公交驾驶员“四招八式”防范电动自行车事故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李鹏 
用户洞察—— 

用 5W2H 法进行户内燃气隐患识别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王自辰 3C 法快速识别燃气专用 PE 管材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刘颖 识骗术、反诈骗--幸福健康好生活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12 宋炎琳 
与 Z 世代同频—— 

三步学会向上沟通 So Easy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邓远文 生死一线——灭火逃生的关键技巧 
深圳市宝安区树人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 

14 周丽娟 关爱员工由“心”而发——员工异常信号识别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5 武国丽 书包轻松四步收纳 深圳市坪山区炫彩职业培训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