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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2 年度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优质课教学评选结果
一等奖（共 82 节）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授课名称 辅导教师 证书编号

1 韩振敏 开封电子科技学校 剪花边 刘慧敏 豫教〔2022〕45943

2 燕楠 开封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排球正面双手垫球 吴芳 豫教〔2022〕45944

3 王瑞 开封市卫生学校 产前护理评估 郭明广 豫教〔2022〕45945

4 韩爽 开封市文化旅游学校 握手礼仪 邢红平 豫教〔2022〕45946

5 何文娟 开封市信息工程学校 文本（二）综合案例 秦歌 豫教〔2022〕45947

6 赵白璐 栾川县中等职业学校 将进酒 李臣云 豫教〔2022〕45948

7 李雪丽 新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歌词二首---《天路》 赵艳艳 豫教〔2022〕45949

8 任雪雅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涧西校区（原洛阳市第

一职业高中）
圆的标准方程 彭晓雅 豫教〔2022〕45950

9 张辉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高新校区(原洛阳旅游学校) 鸿门宴 张洪杰 豫教〔2022〕45951

10 赵新梅 汝阳县中等专业学校 金大力 马腾飞 豫教〔2022〕45952

11 李毅 新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分立与民族交融 崔喆 豫教〔2022〕45953

12 周晶晶 新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复习项目四任务---网线的制作与测试 王丽君 豫教〔2022〕45954

13 郭利芳 安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合欢树 王双柱 豫教〔2022〕45955

14 耿丽静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人生的境界 赵月妹 豫教〔2022〕45956

15 王丁政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独立重复试验及其概率 李爱芬 豫教〔2022〕4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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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书艳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色彩静物《拯救闻一多先生的书桌——静物的摆设》 杨冬青 豫教〔2022〕45958

17 李庆恩 林州市经济管理学校 直线与平面垂直的判定 牛国权 豫教〔2022〕45959

18 李伟艳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离太阳最近的树 赵月妹 豫教〔2022〕45960

19 郭强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锉削 谷建军 豫教〔2022〕45961

20 康瑞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项目实践之 VB 中的数学问题 张小风 豫教〔2022〕45962

21 宋艳 濮阳县职业技术学校 文化广场展板设计---边框设计 豫教〔2022〕45963

22 常海芳 许昌工商管理学校 中餐宴会服务技巧-特殊问题的处理 孙慧菊 豫教〔2022〕45964

23 员燕超 许昌科技学校 中餐厅服务礼仪 张星月 豫教〔2022〕45965

24 闫莉 漯河技师学院 喜迎二十大单色矢量标志设计 张瑞华 豫教〔2022〕45966

25 张朝阳 漯河技师学院 汽车雨刷器机械故障检修 谷晓侠 豫教〔2022〕45967

26 高晓丹 漯河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职业价值取向 李哲 豫教〔2022〕45968

27 吴兆基 漯河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运用 FABE 电话销售法正确介绍商品 白广宇 豫教〔2022〕45969

28 赵亚美 漯河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设计网店店招 禹晓君 豫教〔2022〕45970

29 邢卓颖 漯河市源汇区中等专业学校 辽宋夏金元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成就 刘民杰 豫教〔2022〕45971

30 刘军伟 舞阳中等专业学校 椭圆的定义与标准方程 张醒 豫教〔2022〕45972

31 聂静 三门峡中等专业学校 循环结构-while 语句 郭利民 豫教〔2022〕45973

32 李灵霞 灵宝市中等专业学校 《红梅赞》演唱实例指导 何晓晓 豫教〔2022〕45974

33 孟珊珊 灵宝市中等专业学校 绚丽多彩的旅游资源——江河 石金戈 豫教〔2022〕45975

34 吴锋 卢氏县中等专业学校 将进酒 许玉超 豫教〔2022〕45976

35 胡娟青 三门峡市陕州区中等专业学校 我和我的祖国 王雪梅 豫教〔2022〕45977

36 周智艳 南阳经济贸易学校 卡通动漫-表情变变变 申春雪 豫教〔2022〕4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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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张珂 南阳第二中等职业学校 沁园春·长沙 杨蕊 豫教〔2022〕45979

38 武凡 南阳市宛东中等专业学校 新时代的劳动者 薛喜同 豫教〔2022〕45980

39 胡海燕 南阳市宛西中等专业学校 青蛙跳舞 张进兴 豫教〔2022〕45981

40 闫琼 南阳幼儿师范学校 染纸技艺中的色彩搭配 袁雪 豫教〔2022〕45982

41 邱星 社旗县中等职业学校 手机修片的方法---用 MIX 修片 杨慧萍 豫教〔2022〕45983

42 张勇 社旗县中等职业学校 婉约与豪放---《雨霖铃》《念奴娇·赤壁怀古》对比阅读 李徽 豫教〔2022〕45984

43 杨玉峰 唐河县中等职业学校 车削加工方法 曲良森 豫教〔2022〕45985

44 杨焕新 桐柏县中等职业学校 A Gift from Grandpa 王霞 豫教〔2022〕45986

45 刘康东 商丘技师学院 酒杯模型的数控车加工 段好运 豫教〔2022〕45987

46 张艳菊 商丘技师学院 进气压力传感器故障诊断与排除 刘文涛 豫教〔2022〕45988

47 李慧平 睢县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 将进酒 邢志东 豫教〔2022〕45989

48 张立场 睢县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 粗车循环指令 G71 的应用 马国峰 豫教〔2022〕45990

49 冯赛赛 柘城县职业教育中心 Favorite Food 崔晓霞 豫教〔2022〕45991

50 康婷婷 柘城县职业教育中心 量身定制的营养点餐服务 王雪颖 豫教〔2022〕45992

51 陈小敏 光山县中等职业学校 Unit 2 Shopping (review) 盛晓山 豫教〔2022〕45993

52 胡庆娟 罗山县中等职业学校 圆的标准方程 熊英 豫教〔2022〕45994

53 魏友前 新县职业高级中学 双曲线的性质 吕继运 豫教〔2022〕45995

54 李莹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唱响童歌 琴悦童心—柱式和弦的实践演练 王璐 豫教〔2022〕45996

55 胡文博 商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元二次不等式 钱雪 豫教〔2022〕45997

56 周文瑞 太康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荷花淀 李润杰 豫教〔2022〕45998

57 郭公社 周口技师学院 火花塞的检查与更换 葛俊伶 豫教〔2022〕4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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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黄健男 周口市淮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人员推销策略 朱学体 豫教〔2022〕46000

59 于君 周口文理职业学院 儿歌写作教学 霍记征 豫教〔2022〕46001

60 赵向阳 遂平县职业教育中心 发动机活塞连杆组的拆装 李涛 豫教〔2022〕46002

61 黄沛雯 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记忆的概述---遗忘的规律 王荣 豫教〔2022〕46003

62 朱秀娟 济源职业技术学校 圆的标准方程 韩燕燕 豫教〔2022〕46004

63 李立娟 济源职业技术学校 离太阳最近的树 李文霞 豫教〔2022〕46005

64 赵小霞 济源职业技术学校 中国大舞台 李义锋 豫教〔2022〕46006

65 付永芳 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Unit1 Travel(Reading) 祁康月 豫教〔2022〕46007

66 王晓阳 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建筑平面图识图 赵振社 豫教〔2022〕46008

67 刘从从 长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第二条视唱 王婷 豫教〔2022〕46009

68 彭展 邓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念奴娇·赤壁怀古 陈晓琦 豫教〔2022〕46010

69 李硕 邓州市卫生学校 维生素 D缺乏性佝偻病 罗青莉 豫教〔2022〕46011

70 任浩 邓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创建简单图像处理程序 李丽 豫教〔2022〕46012

71 周婷婷 河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 商品品牌与消费者心理 卞慧 豫教〔2022〕46013

72 张琳琳 河南女子职业学院 赏青花神韵，品民族文化---青花瓷的欣赏与表现 张蕊 豫教〔2022〕46014

73 马洪冬 河南省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篮球原地高、低运球 方伟磊 豫教〔2022〕46015

74 程鸣 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 Accepting Everyone‘s Uniqueness 物有不齐并育出彩 张建锋 豫教〔2022〕46016

75 贺公岩 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 异影图形 安海景 豫教〔2022〕46017

76 刘思扬 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 拾级而上现浇混凝土楼梯工程量计算 杨艳平 豫教〔2022〕46018

77 张畅 河南省驻马店财经学校 预付账款 史根峰 豫教〔2022〕46019

78 李媛媛 河南省驻马店财经学校 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计算 刘建党 豫教〔2022〕4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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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陆蓓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身段课“水袖表演” 李森 豫教〔2022〕46021

80 赵璞 洛阳铁路信息工程学校 “时间指挥家”---三相电机的定时控制 田媛媛 豫教〔2022〕46022

81 罗站钱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感受性的变化 张咪 豫教〔2022〕46023

82 居仪焰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菠萝包的制作 王静静 豫教〔2022〕46024

二等奖（共 125 节）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授课名称 辅导教师 证书编号

1 雷军霞 开封市科技工业学校 数据处理之加工数据---排序 雷泓霈 豫教〔2022〕46025

2 晋会贞 开封市体育运动学校 表达与交流---应用文 启事 鲁艳丽 豫教〔2022〕46026

3 崔俊莉 开封市卫生学校 细菌的生物学性状 郭淑萍 豫教〔2022〕46027

4 王艳莉 开封市卫生学校 窝沟封闭 田青芝 豫教〔2022〕46028

5 周杰 开封市文化旅游学校 开封响堂文化 陈全堂 豫教〔2022〕46029

6 甘秀华 开封市信息工程学校 心理调适方法 ABC 孙瑞莹 豫教〔2022〕46030

7 时广财 尉氏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色环电阻的识别与测量 江利平 豫教〔2022〕46031

8 焦小萌 洛宁县职业教育中心 我和我的祖国 李玉刚 豫教〔2022〕46032

9 刘昕悦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 国际人权法概述及人权 尚玉静 豫教〔2022〕46033

10 弓丹丹 洛阳旅游学校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张辉 豫教〔2022〕46034

11 田红燕 洛阳市偃师区职业教育中心 制作海报背景 王青杰 豫教〔2022〕46035

12 崔勇前 洛阳市偃师区职业教育中心 歌唱中打开喉咙 詹顺江 豫教〔2022〕46036

13 许元元 新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The Spirit of Marathon 牛黎东 豫教〔2022〕46037

14 刘霞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 平面上两点间的距离 李利萍 豫教〔2022〕46038

15 张聪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高新校区(原洛阳旅游学校) 行走洛阳，品隋风唐韵 李玉莉 豫教〔2022〕4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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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淑琼 汝阳县中等专业学校 胡同文化 丁延霞 豫教〔2022〕46040

17 陶园园 嵩县中等专业学校 青玉案·元夕 程权威 豫教〔2022〕46041

18 常冬冬 新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氯气 牛黎东 豫教〔2022〕46042

19 王艳海 安阳市殷都区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润滑系统 秦海霞 豫教〔2022〕46043

20 谢红芳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国古典舞-流畅中的圆 毕宪东 豫教〔2022〕46044

21 郝玉强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参数传递 宋凤军 豫教〔2022〕46045

22 郭成根 林州市经济管理学校 鸡新城疫 牛国权 豫教〔2022〕46046

23 梁海涛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念奴娇·赤壁怀古 杨丽芬 豫教〔2022〕46047

24 张伟红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圆的标准方程 索世林 豫教〔2022〕46048

25 陈景胜 濮阳技师学院 单一固定循环 G90 车削外圆 陈亚兵 豫教〔2022〕46049

26 王红彩 濮阳技师学院 南州六月荔枝丹 张凤芹 豫教〔2022〕46050

27 强薇 濮阳市油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The Spirit of Marathon 何石磊 豫教〔2022〕46051

28 路璐 濮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Excel 数据图表 刘燕玲 豫教〔2022〕46052

29 周始杰 濮阳县职业技术学校 花的组成 高伟杰 豫教〔2022〕46053

30 冯贵英 濮阳县职业技术学校 雷雨 李如杰 豫教〔2022〕46054

31 张广宗 濮阳县职业技术学校 离太阳最近的树 郝随同 豫教〔2022〕46055

32 万玉洁 清丰县职业技术学校 Friendship 郑蕊娟 豫教〔2022〕46056

33 王素晓 许昌工商管理学校 使用表格布局网页版面 朱晓明 豫教〔2022〕46057

34 郑晓培 许昌科技学校 想北平 张琳 豫教〔2022〕46058

35 安园园 许昌幼儿师范学校 江南---几何形拼贴主题创作 安方方 豫教〔2022〕46059

36 彭琳 许昌幼儿师范学校 楷书之美---颜真卿《颜勤礼碑》赏习 支萌 豫教〔2022〕46060

37 尚书平 临颍县职业教育中心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张庆福 豫教〔2022〕4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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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潘新涛 漯河市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站立式起跑技术的练习 王雷 豫教〔2022〕46062

39 黄超南 漯河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染纸艺术 杨芬英 豫教〔2022〕46063

40 田申 漯河市召陵区中等专业学校 植物生长物质-植物激素 张宏伟 豫教〔2022〕46064

41 弯桂霞 舞阳中等专业学校 弯月型插花 王世银 豫教〔2022〕46065

42 陈艳乐 卢氏县中等专业学校 节奏训练 杜海燕 豫教〔2022〕46066

43 景素丽 三门峡市陕州区中等专业学校 角的概念的推广 曹敬华 豫教〔2022〕46067

44 张东敏 方城县中等职业学校 消费者的记忆 冯素娟 豫教〔2022〕46068

45 金爽 方城县中等职业学校 数字书写技能实训 臧黎雯 豫教〔2022〕46069

46 赵黎 方城县中等职业学校 客户投诉 单清韵 豫教〔2022〕46070

47 陶剑 南阳工业学校 三相异步电动机降压启动控制电路 景群 豫教〔2022〕46071

48 唐清玫 南阳工业学校 乘车礼仪 宋亚蕊 豫教〔2022〕46072

49 郑芝娟 南阳第三中等职业学校 细胞膜的流动镶嵌模型 王付新 豫教〔2022〕46073

50 胡新娜 南阳市宛北中等专业学校 Friendship 杨婷婷 豫教〔2022〕46074

51 郭娜 南召县中等职业学校 将进酒 薛喜同 豫教〔2022〕46075

52 曹霞 南召县中等职业学校 傣族舞 郭娜 豫教〔2022〕46076

53 杨长蕊 社旗县中等职业学校 电动机反接制动电路 杨慧萍 豫教〔2022〕46077

54 时晨彩 新野县中等职业学校 制造费用的分配 邹新汉 豫教〔2022〕46078

55 程月林 镇平县工艺美术中等职业学校 色相对比---互补色对比 高鹏 豫教〔2022〕46079

56 赵栋歌 民权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Computers 孙艳 豫教〔2022〕46080

57 王艳苹 民权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染纸艺术 陈秋子 豫教〔2022〕46081

58 崔丹丹 宁陵县职教中心 孔雀东南飞 吕凤凤 豫教〔2022〕46082

59 吕珍玲 宁陵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的再认识 王艳荣 豫教〔2022〕4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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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马辉 商丘商贸学校 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运动 李晗佳 豫教〔2022〕46084

61 崔林林 商丘市职业教育中心 蹲踞式起跑 豫教〔2022〕46085

62 孔尧震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认识与学习中国艺术歌曲《玫瑰三愿》 王心祎 豫教〔2022〕46086

63 金露 商丘中等专业学校 地形图的判读 卞秀珏 豫教〔2022〕46087

64 李玉婷 光山县中等职业学校 指数函数 周道叶 豫教〔2022〕46088

65 徐翔 信阳航空服务学校 客户投诉的有效处理 岳丹丹 豫教〔2022〕46089

66 熊雪莹 信阳市第六职业高级中学 Unit3 Shopping Culture understanding 张清 豫教〔2022〕46090

67 余亮 潢川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画里阴晴 刘洋 豫教〔2022〕46091

68 郭玲 罗山县中等职业学校 将进酒 陈瑞 豫教〔2022〕46092

69 杨荣坤 商城县职业高级中学 等差数列前 n项和公式 王宇红 豫教〔2022〕46093

70 丁茂铸 商城县职业高级中学 短跑---起跑和起跑后的加速跑 雷呈玉 豫教〔2022〕46094

71 刘志斌 息县职业高级中学 三视图的形成及投影规律 占仁河 豫教〔2022〕46095

72 汪泽汇 新县职业高级中学 Unit 7 徐在友 豫教〔2022〕46096

73 李晓军 信阳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鸿门宴 袁德坤 豫教〔2022〕46097

74 徐家茂 信阳艺术职业学院 中国山水画---山石的画法 黄姗 豫教〔2022〕46098

75 白灵 信阳艺术职业学院 唐宋诗词·《登高》 李艳霞 豫教〔2022〕46099

76 王圣兰 郸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曲柄连杆机构 王敬峰 豫教〔2022〕46100

77 王海涛 扶沟县职业教育中心 敦煌图案欣赏 张涛 豫教〔2022〕46101

78 孙志伟 商水县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网线的制作与测试 王兴华 豫教〔2022〕46102

79 苏长青 商水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花的结构 杨红伟 豫教〔2022〕46103

80 吴华领 沈丘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天边 朱纪明 豫教〔2022〕46104

81 王贵杰 西华县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数原理 顾明华 豫教〔2022〕4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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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高新义 西华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从局部抗战走向全面抗战 王朔 豫教〔2022〕46106

83 李庆成 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 创建与使用模板 周振伟 豫教〔2022〕46107

84 刘丽 周口技师学院 党的二十大宣传海报设计 邹玉清 豫教〔2022〕46108

85 张丽 平舆县教师进修学校 全民族抗战 王猛 豫教〔2022〕46109

86 彭东望 驻马店农业学校 冷却系功用及组成 郑亮 豫教〔2022〕46110

87 叶璞 驻马店农业学校 闪烁的电灯泡 祁顺柱 豫教〔2022〕46111

88 刘贵莲 泌阳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液免疫 赵晨 豫教〔2022〕46112

89 刘杰 泌阳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可数名词单数变复数 徐嘉怿 豫教〔2022〕46113

90 陈磊 汝南县职业教育中心 汽车导线 郭新国 豫教〔2022〕46114

91 李云峰 上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项链 桂清荷 豫教〔2022〕46115

92 周思静 正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过秦论 贾信伟 豫教〔2022〕46116

93 陈新记 驻马店技师学院 锯削棒料 张瑞林 豫教〔2022〕46117

94 文卫 驻马店技师学院 AutoCAD 绘制原始结构图 张红举 豫教〔2022〕46118

95 王荣 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儿歌弹唱教程《小青蛙，你唱吧》 胡凤莲 豫教〔2022〕46119

96 王汝君 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持球(交叉步)突破接行进间单手低手投篮 时光 豫教〔2022〕46120

97 郝科 济源职业技术学校 流体输送机械---往复泵 李文霞 豫教〔2022〕46121

98 张瑞云 巩义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让良好的早餐服务带给客人一天好心情 马静图 豫教〔2022〕46122

99 王幸浩 巩义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G大调苏格兰舞曲 王玉光 豫教〔2022〕46123

100 杨倩 兰考县第一职业中专 植物组织培养 豫教〔2022〕46124

101 郭嫣然 兰考县第一职业中专 It's Time to Change. 豫教〔2022〕46125

102 朱志刚 鹿邑县职业技术学校 我的情绪我做主 蔡瑞玲 豫教〔2022〕46126

103 轩文明 鹿邑县职业技术学校 unit6 weather 刘嘉航 豫教〔2022〕4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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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段静 新蔡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士兵突击（节选） 豫教〔2022〕46128

105 李娟娟 新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Unit3 Campus Life 马瑞 豫教〔2022〕46129

106 张秀丽 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烃的衍生物--乙醇 张春艳 豫教〔2022〕46130

107 陈洁 长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点的投影 王赟 豫教〔2022〕46131

108 杜浩丽 长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复习形容词和副词的等级及应用 周昕 豫教〔2022〕46132

109 王震中 永城市第四职业高级中学 平面与平面的平行关系 肖庆先 豫教〔2022〕46133

110 郑自然 永城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Sports the Spirit of Marathon 季虎军 豫教〔2022〕46134

111 李婵娟 固始县辰星中等专业学校 牛轧糖的制作工艺 丁知丽 豫教〔2022〕46135

112 徐玲 固始县世纪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扎彩灯 高会 豫教〔2022〕46136

113 张郦 固始县职业教育中心 饮马长城窟行 熊德茂 豫教〔2022〕46137

114 王艳丽 河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 保证需谨慎 莫做背锅侠 范娜 豫教〔2022〕46138

115 杨莹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 市场细分的标准 田珂 豫教〔2022〕46139

116 王梦 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哦，香雪 洪彬彬 豫教〔2022〕46140

117 周帅 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 《琵琶行》---音乐描写艺术赏析 王署光 豫教〔2022〕46141

118 张炜玮 河南省民政学校 税收收入 韩建霞 豫教〔2022〕46142

119 张会丽 河南省医药卫生学校 50 米跑 魏清枝 豫教〔2022〕46143

120 张红坤 河南省驻马店财经学校 蒙古族舞蹈硬腕 彭旭华 豫教〔2022〕46144

121 连瑾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建筑形体的投影 田丹 豫教〔2022〕46145

122 李娅君 洛阳铁路信息工程学校 正弦型函数及其应用 王怀钦 豫教〔2022〕46146

123 穆雅菲 洛阳铁路信息工程学校 新闻式标题-标题撰写练习（二） 王楠 豫教〔2022〕46147

124 陈亚男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茉莉花 吕纪增 豫教〔2022〕46148

125 崔永杰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新技能英语基础教程 贾冰 豫教〔2022〕4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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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博文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鸿门宴 豫教〔2022〕46150

2 刘彦博 郑州市财经学校 Photoshop 图形图像---蒙版的使用 豫教〔2022〕46151

3 丁威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扬州慢 豫教〔2022〕46152

4 顾辰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Unit3 Our Interesting Body 豫教〔2022〕46153

5 米晓雅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CG 插画中的五官绘制 豫教〔2022〕46154

6 刘晓云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 School Clubs 豫教〔2022〕46155

7 娄季秋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 体前变向换手运球 豫教〔2022〕46156

8 王孟娟 郑州市财贸学校 “荷”立独行---变异构成 豫教〔2022〕46157

9 侯红军 郑州市金融学校 安装计算机 CPU 及散热器 豫教〔2022〕46158

10 马李红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在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中提高人生发展能力 豫教〔2022〕46159

11 王清源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 创建工业机器人离线轨迹 豫教〔2022〕46160

12 李新华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 抗日战争的胜利 豫教〔2022〕46161

13 杜丽娜 登封市中等专业学校 安装计算机 CPU 及散热风扇 豫教〔2022〕46162

14 杨素方 登封市中等专业学校 Unit2 Shopping 豫教〔2022〕46163

15 王成 少林小龙武术中等专业学校 武术套路（黑虎拳） 豫教〔2022〕46164

16 张亮存 少林小龙武术中等专业学校 散打（直拳加边腿）组合动作练习 豫教〔2022〕46165

17 孙彩凤 登封少林弘武中等专业学校 Welcome to our school 豫教〔2022〕46166

18 孙乾坤 登封少林中等专业学校 散打侧踹腿空击与打靶 豫教〔2022〕46167

19 凌晓朋 登封少林中等专业学校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豫教〔2022〕46168

20 左娅 新郑市中等专业学校 千分尺的使用 豫教〔2022〕4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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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贾松洁 新郑市中等专业学校 声乐艺术歌曲---《黄水谣》 豫教〔2022〕46170

22 燕永蓉 郑州城轨交通中等专业学校 排列发车进路 豫教〔2022〕46171

23 王蕊 郑州城轨交通中等专业学校 点动正转控制线路 豫教〔2022〕46172

24 任红霞 郑州西亚斯中等专业学校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豫教〔2022〕46173

25 李倩 郑州西亚斯中等专业学校 拉丁舞中的重心移动 豫教〔2022〕46174

26 赵晓然 新密市职教中心 月季育苗技术 豫教〔2022〕46175

27 李冠霞 新密市职教中心 Unit5 Festivals 豫教〔2022〕46176

28 郭建华 中牟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支票的内部控制 豫教〔2022〕46177

29 侯高峰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豫教〔2022〕46178

30 李衍 郑州市中牟电子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豫教〔2022〕46179

31 张鑫 郑州市中牟电子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铁碳合金相图 豫教〔2022〕46180

32 李姝 郑州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绘制斑斓孔雀 豫教〔2022〕46181

33 程洪广 开封市卫生学校 颈椎病 豫教〔2022〕46182

34 常莹莹 开封市现代科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静女 豫教〔2022〕46183

35 窦晨阳 开封市现代科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正弦交流电的基本物理量 豫教〔2022〕46184

36 邢炎琨 河南医药健康技师学院 脑卒中的运动治疗 豫教〔2022〕46185

37 于淼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工业卫生设施和防护器具 豫教〔2022〕46186

38 窦明明 开封技师学院 独立基础 豫教〔2022〕46187

39 任健 通许县中等职业学校 病毒 豫教〔2022〕46188

40 徐永恒 杞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健美操 V和 A字步 豫教〔2022〕46189

41 游富亮 新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选购发烧游戏台式计算机 豫教〔2022〕46190

42 李明红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涧西校区（原洛阳市第一职业高中）L形插花造型 豫教〔2022〕4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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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杨佳佳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洛龙校区（原洛阳市第四职业高中）致橡树 豫教〔2022〕46192

44 王亚辉 宜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The Great Wall 豫教〔2022〕46193

45 刘少选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瀍河校区(原洛阳市第一职业中专) Seasons 豫教〔2022〕46194

46 郑科峰 伊川县中等职业学校 计算机硬件系统的组装 豫教〔2022〕46195

47 刘河森 伊川县教师进修学校 汉字书体之演变 豫教〔2022〕46196

48 屈国亮 汝阳县中等专业学校 挺身式跳远的腾空落地动作 豫教〔2022〕46197

49 刘书琴 嵩县中等专业学校 鸿门宴 豫教〔2022〕46198

50 王小宁 嵩县中等专业学校 指数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豫教〔2022〕46199

51 王超 洛阳机车高级技工学校 车轮动平衡检测 豫教〔2022〕46200

52 张应武 洛阳市偃师区职业教育中心 安装杀毒防火墙软件 豫教〔2022〕46201

53 王景峰 洛阳市孟津区职业教育中心 梁山伯与祝英台 豫教〔2022〕46202

54 邱润夏 洛阳市孟津区职业教育中心 哺乳仔猪饲养管理技术 豫教〔2022〕46203

55 李俊彤 洛阳信息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足反射疗法 豫教〔2022〕46204

56 张俊丽 洛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My family 豫教〔2022〕46205

57 张可强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洛龙校区 蒙版的使用 豫教〔2022〕46206

58 常毅楠 洛阳市中等职业学校瀍河校区 VB 程序设计---制作登录窗体 豫教〔2022〕46207

59 许晓云 叶县中等专业学校 采薇 豫教〔2022〕46208

60 李伟红 舞钢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Making Friends 豫教〔2022〕46209

61 岳桂银 舞钢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探究简单的串并联电路 豫教〔2022〕46210

62 郭会芹 舞钢市教师进修学校 宝玉挨打 豫教〔2022〕46211

63 闫明波 鲁山县中等专业学校 网络信息获取 豫教〔2022〕46212

64 张军杰 鲁山县中等专业学校 Unit 2 Shopping 豫教〔2022〕4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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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王晶晶 平顶山外国语学校 中国古典舞《相思》 豫教〔2022〕46214

66 陈小敏 安阳市殷都区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十六分音符 豫教〔2022〕46215

67 吉灵燕 安阳市殷都区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等差数列的定义及通项公式 豫教〔2022〕46216

68 元会青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致橡树 豫教〔2022〕46217

69 董磊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 豫教〔2022〕46218

70 郭玮荔 林州市经济管理学校 圆的标准方程 豫教〔2022〕46219

71 郭芳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黄河船夫曲 豫教〔2022〕46220

72 赵晓霞 内黄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 豫教〔2022〕46221

73 曹碧玉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画龙“点睛” 豫教〔2022〕46222

74 郝明贤 林州市经济管理学校 植物细胞有丝分裂 豫教〔2022〕46223

75 张现争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的概念与特征 豫教〔2022〕46224

76 张利娜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健美操规定套路组合四《动作规范性及表现力训练》 豫教〔2022〕46225

77 刘利芳 淇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Honesty---Whose Fault 豫教〔2022〕46226

78 邵小丽 淇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餐巾折花 豫教〔2022〕46227

79 申茹 浚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蒙族---硬腕组合 豫教〔2022〕46228

80 宋艳晓 原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The Internet 豫教〔2022〕46229

81 徐香香 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 发光二极管 豫教〔2022〕46230

82 贺之花 辉县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叮咚门铃的制作 豫教〔2022〕46231

83 秦操 新乡市红旗区职业教育中心 产蛋鸡饲养管理技术 豫教〔2022〕46232

84 李立博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组合拳技术 豫教〔2022〕46233

85 韩洪元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气敏传感器的原理及应用 豫教〔2022〕46234

86 马晓红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人生价值的判断与选择 豫教〔2022〕4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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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陈明君 新乡县职业教育中心 幼儿园教学活动的组织与指导策略 豫教〔2022〕46236

88 马培红 新乡县职业教育中心 双倍余额递减法 豫教〔2022〕46237

89 宋士喜 延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化学反应与电能 豫教〔2022〕46238

90 于巧芳 延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初识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 豫教〔2022〕46239

91 刘真真 孟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Job Hunting 豫教〔2022〕46240

92 孙秀娟 焦作卫生医药学校 开启充满希望的人生 豫教〔2022〕46241

93 魏楠楠 焦作卫生医药学校 心肺复苏 豫教〔2022〕46242

94 温红霞 武陟县职业技术学校 精神传达---速写训练之背影 豫教〔2022〕46243

95 张盼盼 博爱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认识自我 豫教〔2022〕46244

96 邓永清 焦作冶金建材高级技工学校 三视图的形成及其投影规律 豫教〔2022〕46245

97 李海玲 修武县职业技术学校 猪瘟 豫教〔2022〕46246

98 谷冬冬 沁阳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脂肪的组成与生理功能 豫教〔2022〕46247

99 刘彬 沁阳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故都的秋 豫教〔2022〕46248

100 刘洋 温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歌曲《送别》 豫教〔2022〕46249

101 王占林 范县职业技术学校 工作表数据的分类汇总 豫教〔2022〕46250

102 赵丽芳 台前县职业高中 兰亭集序 豫教〔2022〕46251

103 郑蕊娟 清丰县职业技术学校 音的强弱 豫教〔2022〕46252

104 范瑞利 清丰县职业技术学校 椭圆及其标准方程 豫教〔2022〕46253

105 魏桂姣 台前县职业高中 幼儿园与家庭的合作 豫教〔2022〕46254

106 王赛 濮阳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大海故乡 豫教〔2022〕46255

107 邱延仓 南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双曲线的定义与标准方程 豫教〔2022〕46256

108 吴琼 濮阳市油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平面构成-肌理 豫教〔2022〕4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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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闪姗 许昌科技学校 货币的时间价值 豫教〔2022〕46258

110 潘相伟 许昌科技学校 金属的工艺性能 豫教〔2022〕46259

111 崔小静 许昌工商管理学校 使用表单制作用户注册页 豫教〔2022〕46260

112 杨红妹 许昌工商管理学校 合欢树 豫教〔2022〕46261

113 李景丽 禹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幂函数举例 豫教〔2022〕46262

114 何培锋 禹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用 Word 制作电子贺卡 豫教〔2022〕46263

115 娄霏 许昌幼儿师范学校 蝴蝶.豌豆花 豫教〔2022〕46264

116 王栗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附属中专 哦,香雪 豫教〔2022〕46265

117 张鹏娜 襄城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Chinese Tea 豫教〔2022〕46266

118 张瑞杰 襄城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The Spirit of arathon 豫教〔2022〕46267

119 许松奇 漯河市教育培训中心 正面双手垫球技术 豫教〔2022〕46268

120 娄锦玉 漯河市中等专业学校 各种拍子 豫教〔2022〕46269

121 闫爱霞 漯河市源汇区中等专业学校 我的母亲 豫教〔2022〕46270

122 颜露露 漯河市源汇区中等专业学校 华夏音乐之光 豫教〔2022〕46271

123 王幸子 舞阳中等专业学校 雪花的世界---六折剪纸 豫教〔2022〕46272

124 赵春梅 漯河市郾城区第一职业技术高级中学 荷花淀 豫教〔2022〕46273

125 裴永乐 临颍县职业教育中心 Going Shopping 豫教〔2022〕46274

126 李卫华 漯河市体育运动学校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豫教〔2022〕46275

127 张晓梅 灵宝市中等专业学校 念奴娇 赤壁怀古 豫教〔2022〕46276

128 王国伟 灵宝市高级技工学校 轮胎的检查和维护 豫教〔2022〕46277

129 王海丽 三门峡市陕州区中等专业学校 Time 豫教〔2022〕46278

130 莫淑文 卢氏县中等专业学校 剪 “双喜”字 豫教〔2022〕4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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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尚凯月 三门峡中等专业学校 前场反手上两步挑后场高远球技术 豫教〔2022〕46280

132 尚志倩 三门峡市湖滨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幼儿美育 豫教〔2022〕46281

133 杨孟 西峡县中等职业学校 花卉图案的创作技法 豫教〔2022〕46282

134 张丽 镇平县工艺美术中等职业学校 正二十面体素描结构教学 豫教〔2022〕46283

135 孙瑶 南阳信息工程学校 速写基础知识 豫教〔2022〕46284

136 鲁云艳 南阳第三中等职业学校 雨霖铃 豫教〔2022〕46285

137 王心悦 南阳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 物质运动与人生行动 豫教〔2022〕46286

138 张兵 镇平县工艺美术中等职业学校 开辟新航路 豫教〔2022〕46287

139 王娟 桐柏县中等职业学校 Reading Favorite food 豫教〔2022〕46288

140 张峰 内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女上衣开袋缝制工艺 豫教〔2022〕46289

141 张朝霞 南阳文化艺术学校 中国古典舞基训 豫教〔2022〕46290

142 薛娣 南阳第五中等职业学校 维族舞蹈基本体态与基本动律训练 豫教〔2022〕46291

143 崔丽娜 西峡县中等职业学校 绘制燕尾槽零件三视图 豫教〔2022〕46292

144 侯颖 西峡县中等职业学校 三相电动机正反转控制 豫教〔2022〕46293

145 张露 南阳市宛东中等专业学校 数据的输入与输出---输出篇：Print 方法 豫教〔2022〕46294

146 聂荣轸 方城县中等职业学校 Articles（冠词） 豫教〔2022〕46295

147 王艳丽 内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我的母亲 豫教〔2022〕46296

148 刘卓群 南阳第四中等职业学校 植物的蒸腾作用 豫教〔2022〕46297

149 宋维俏 淅川县电子中等职业学校 与、或、非逻辑表达及功能 豫教〔2022〕46298

150 史国贤 南阳第三中等职业学校 牛顿第一定律 豫教〔2022〕46299

151 刘东林 商丘市梁园区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认识 CPU 豫教〔2022〕46300

152 宋永新 虞城县第一职业技术高中 原地单手肩上投篮 豫教〔2022〕4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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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申莹莹 柘城县职业教育中心 天路 豫教〔2022〕46302

154 王秀敏 睢县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 合欢树 2 豫教〔2022〕46303

155 王慧诺 睢县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 好雪片片 2 豫教〔2022〕46304

156 王艳荣 宁陵县职教中心 人生的境界 豫教〔2022〕46305

157 杨正力 商丘商贸学校 人像修图美化 豫教〔2022〕46306

158 岳建设 商丘技师学院 三角形螺纹加工 豫教〔2022〕46307

159 魏冬梅 孔祖中等专业学校 蜀相 豫教〔2022〕46308

160 张小娟 商丘市职业教育中心 花生的形态特征 豫教〔2022〕46309

161 张永慧 商丘幼儿师范学校 幼儿游戏中教师角色 豫教〔2022〕46310

162 王彩霞 商丘文化艺术学校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方法——作品分析法 豫教〔2022〕46311

163 张献领 孔祖中等专业学校 Food 豫教〔2022〕46312

164 付勇 淮滨县中等职业学校 学习写得新颖之表达技巧 豫教〔2022〕46313

165 方玉侠 淮滨县中等职业学校 电动机正反转电路的装调与故障排除 豫教〔2022〕46314

166 高瑞 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共筑生命家园 豫教〔2022〕46315

167 马莹莹 信阳市第六职业高级中学 气质与生俱来 豫教〔2022〕46316

168 曹芳 罗山县中等职业学校 Unit 5 Shopping(Reading) 豫教〔2022〕46317

169 李刚 光山县中等职业学校 剖视图 豫教〔2022〕46318

170 曹文华 潢川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直线的正投影规律 豫教〔2022〕46319

171 胡胜 新县职业高级中学 循环结构实战 豫教〔2022〕46320

172 黄冬梅 新县职业高级中学 The Great Wall 豫教〔2022〕46321

173 余术东 商城县职业高级中学 金属的化学性质 豫教〔2022〕46322

174 杨丽 息县职业教育中心 植物的营养器官--- 叶 豫教〔2022〕4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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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龙梅 息县职业教育中心 短跑起跑技术 豫教〔2022〕46324

176 刘震 淮滨县中等职业学校 集合之间的关系 豫教〔2022〕46325

177 刘凤 信阳艺术职业学院 唱红歌、颂经典之《八月桂花遍地开》 豫教〔2022〕46326

178 陈婷婷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豫教〔2022〕46327

179 贾倩 周口技师学院 sports 豫教〔2022〕46328

180 苏莹莹 周口市职教中心 排球---正面双手垫球 豫教〔2022〕46329

181 黄喆 周口市联营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黄河船夫曲 豫教〔2022〕46330

182 王丽 商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合欢树 豫教〔2022〕46331

183 刘智 周口技师学院 餐厅服务其他相关技能 豫教〔2022〕46332

184 李帅 西华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黄河大合唱 豫教〔2022〕46333

185 马菲 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 国殇 豫教〔2022〕46334

186 张胜男 周口幼儿师范学校 装饰画制作之五彩沥粉 豫教〔2022〕46335

187 张涛 扶沟县职业教育中心 PPT 课件中设置那些事之声音自动播放设置 豫教〔2022〕46336

188 胡艳芳 沈丘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老人与海 豫教〔2022〕46337

189 经晓军 周口市职业高级中学 素描在环境艺术中的应用 豫教〔2022〕46338

190 张科 周口市淮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动植物组成与饲料养分 豫教〔2022〕46339

191 聂翠灵 太康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Health 豫教〔2022〕46340

192 张红举 驻马店农业学校 家装施工图的主要内容及画法 豫教〔2022〕46341

193 丁凤 驻马店技师学院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豫教〔2022〕46342

194 赵峰 泌阳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For 循环语句 豫教〔2022〕46343

195 田如梦 汝南县职业教育中心 Unit 9 Ordering a gift online 豫教〔2022〕46344

196 高洋 正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混凝土施工配料 豫教〔2022〕4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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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张奎 驻马店技师学院 念奴娇·赤壁怀古 豫教〔2022〕46346

198 任社 遂平县职业教育中心 含绝对值的不等式 豫教〔2022〕46347

199 陈洁 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蒹葭 豫教〔2022〕46348

200 刘艳婷 上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拿来主义 豫教〔2022〕46349

201 司云炜 上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注重个人礼仪，显示个人魅力 豫教〔2022〕46350

202 王立瑞 驻马店农业学校 新生仔畜的护理 豫教〔2022〕46351

203 徐浩冉 新蔡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西安这座城 豫教〔2022〕46352

204 商婷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护理学院中职部 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 豫教〔2022〕46353

205 翟志平 济源职业技术学校 想北平 豫教〔2022〕46354

206 李新艳 济源职业技术学校 Unit7 Speaking 豫教〔2022〕46355

207 王双贵 巩义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篮球突分配合 豫教〔2022〕46356

208 蔡瑞玲 鹿邑县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能守恒定律 豫教〔2022〕46357

209 史新如 新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IP 编址技术 豫教〔2022〕46358

210 白军帅 汝州高级技工学校 保护接地 豫教〔2022〕46359

211 赵伟杰 平顶山市中医药学校 美图秀秀《编辑图像素材》 豫教〔2022〕46360

212 王志敏 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念奴娇 · 赤壁怀古 豫教〔2022〕46361

213 韩景娥 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直通线的制作与测试 豫教〔2022〕46362

214 高小园 长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跆拳道-横踢技术 豫教〔2022〕46363

215 金伟玮 长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豫教〔2022〕46364

216 张玉 邓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校园环保纸袋的制作 豫教〔2022〕46365

217 王尧 邓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CSS 样式表的引入方式 豫教〔2022〕46366

218 张静 永城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组合体的概念及组合方式 豫教〔2022〕4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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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刘晶 固始县职业教育中心 鸦片战争 豫教〔2022〕46368

220 闫大丽 固始县申达职业技术学校 声声慢 豫教〔2022〕46369

221 赵赟 固始县申达职业技术学校 交集 豫教〔2022〕46370

222 江轶君 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服装色彩对比设计 豫教〔2022〕46371

223 王丽丽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 不等式应用举例 豫教〔2022〕46372

224 马媛媛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物动量 ABC 分析结果应用 豫教〔2022〕46373

225 王玲玲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The Great Wall 豫教〔2022〕46374

226 张青 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 差旅费报销业务的处理 豫教〔2022〕46375

227 李峰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 “报销差旅费”业务处理 豫教〔2022〕46376

228 王萍萍 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绘制客厅平面图 豫教〔2022〕46377

229 荣卫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专业主修（竹笛） 豫教〔2022〕46378

230 郭力伟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洛阳分院 血涂片制作 豫教〔2022〕46379

231 周俊义 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 变截面 T型梁断面图绘制 豫教〔2022〕46380

232 王漫漫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直线的投影 豫教〔2022〕46381

233 赵艳红 南阳建筑工程学校 房屋建筑学+楼梯的类型和设计要求 豫教〔2022〕46382

234 高兰芳 河南省驻马店财经学校 电位电压的测量 豫教〔2022〕46383

235 李梦晨 洛阳铁路信息工程学校 乘客票务处理——乘客持票不能进站问题的处理 豫教〔2022〕46384

236 孙獒 南阳建筑工程学校 切割型组合体投影 豫教〔2022〕46385

237 刘文芳 河南省医药卫生学校 球面透镜 豫教〔2022〕46386

238 刘颖 河南省医药卫生学校 上肢关节活动度测量 豫教〔2022〕463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