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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教办体卫艺〔2021〕286 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公布“百首红歌接力唱”——“永远跟党走  

奋斗新征程”庆祝建党 100周年活动 

评奖结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厅直各单位（学校）：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精神，根据河南省教育系统“永远跟党走 奋斗新征程”

庆祝建党 100 周年活动安排，我厅于 2021 年 4 月-——6 月组织

开展了“百首红歌接力唱”活动。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全省各

级各类学校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省级活动组委会共收到来自

全省大中小学报送的视频作品近 200 件。经过评选、推送、现场



 — 2 — 

展演三阶段，共有 11所学校获特等奖，59所学校获一等奖， 34

所学校获二等奖，获奖作品的指导教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现将评奖结果予以公布，请各地各校认真总结经验，开拓创

新，再接再厉，在全省学生中继续深入开展学习党的历史，坚定

理想信念，激发爱党爱国情怀。鼓励广大学生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智慧和

力量。 

 

附件：“百首红歌接力唱”——“永远跟党走 奋斗新征程”

庆祝建党 100 周年活动评奖结果 

 

 

 

2021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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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百首红歌接力唱”——“永远跟党走 奋斗新征程” 

庆祝建党 100 周年活动评奖结果 
序号 学校 奖项 指导教师 

1 郑州大学 特等奖 赵璐平、李昱霖 

2 河南大学 特等奖 沙莎、周一飞、金慧 

3 河南师范大学 特等奖 别松梅、左明阳、韩婧 

4 安阳师范学院 特等奖 侯博文、张亚利、李洁、郝帅 

5 商丘师范学院 特等奖 任铭月、陈璐、张楠、鲁楠 

6 周口师范学院 特等奖 曹明君、刘慧雅、宋玉红 

7 郑州师范学院 特等奖 睢晓杰、程帆、张志锋 

8 中原科技学院 特等奖 王曼琳、杨进凯、赵晓宁 

9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特等奖 郑燕、欧盛靓、杨源媛 

10 河南省实验小学 特等奖 赵瑞、赵磊、张蕊 

1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特等奖 王全良、张睿、汤灿 

12 河南农业大学 一等奖 黄姗姗、赵晗 

13 河南警察学院 一等奖 王向阳、曹斌、程凡凡 

14 黄河科技学院 一等奖 孟巍、胡红、徐军 

15 郑州工商学院 一等奖 任增吉、张夕、李睢鹏 

16 郑州西亚斯学院 一等奖 张暄笛、赵志攀、秦鹏、岳鹏辉 

17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一等奖 李世鹏   

18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一等奖 张任远 

19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一等奖 郑子豪 

20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一等奖 刘一帆、柴米多、任珂 

21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宋磊、胡文涛、孙莽原 

22 河南地矿职业学院 一等奖 陈蓉、谢宁、曾勇 

23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马亚丽、姜小军、李滟 

24 河南中医药大学 一等奖 高磊、郭薇、庞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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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洛阳师范学院 一等奖 王钧、刘宁、赵珊 

26 信阳师范学院 一等奖 陈新宇、赵广伟 

27 信阳农林学院 一等奖 郑淇元、徐大伟 

28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王列富、吴明慧、邓娇、方婷 

29 许昌学院 一等奖 李立夏、彭晓冰、李卫玲 

30 河南理工大学 一等奖 鲁小茜、赵佳、梁华伟 

31 铁道警察学院 一等奖 刘庆久、盛奕、周顺风、李灿 

32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裴东、刘冰、芦晓星、金占峰 

33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一等奖 田洪泽、周国利、冯青林 

34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一等奖 李莉、冯宝生、方梦婷、阴哲 

35 新乡医学院 一等奖 刘安田、曹绍军、陈明勇 

36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贾艳、贺潇、李聪、李沛沛 

37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一等奖 赵潇、马丹丹、王杰、王梦云 

38 郑州经贸学院 一等奖 朱洁、李晓亮、刘茜茜、李晓彦 

39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一等奖 李舒、董明珠、付佳、贺军 

40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一等奖 王莹、 陈湘辉 、刘琦 

41 南阳理工学院 一等奖 张丽艳，张慧，胡贞宇 

42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赵家煬、范小珉、张翼 

43 焦作大学 一等奖 乔磊、郝辉辉、张慧 

44 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一等奖 卜伟松、郝智临、黄聪 

45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一等奖 燕鑫 

46 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一等奖 郭志敏、马百超、吴晗 

47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一等奖 牛萍利、张紫檀、高婕 

48 郑州市第四十七高级中学 一等奖 龚菁菁、栗红涛、胡东旭 

49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 一等奖 张丽娟、郑璇、熊英 

50 郑州市经开区实验中学 一等奖 张松海、尚亮、巴蕾 

51 郑州新密市市直第三小学 一等奖 赵蓓、付喜娟、魏丽娟 

52 洛阳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一等奖 王晓飞、梁欣欣、赵莉莉 

53 洛阳市涧西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岳保稳、毛宁、雷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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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新乡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李好、孟庆珊、白欣欣 

55 新乡市第四中学 一等奖 胡新丽、孙灿国、李其 

56 平顶山三立国际学校 一等奖 汤营营、郝倩倩、钱莹莹 

57 济源实验小学 一等奖 郭辰龙、刘小利、赵艳花 

58 周口市淮阳区文正学校 一等奖 代小坤、豆鑫、刘琳 

59 商丘市梁园新区前进小学 一等奖 杨庆、李雪源、郭畅 

60 焦作市学生路小学 一等奖 谢东霞、许娜 

61 焦作孟州市韩愈小学 一等奖 崔楠、王艳萍 

62 三门峡市实验高中 一等奖 赵新辉、荆海英、韩苗佳 

63 河南省灵宝市第三小学 一等奖 马晓春、樊江粉、刘润芝 

64 漯河市源汇区外国语小学 一等奖 王晓明、黄玉琴、潘新华 

65 信阳市第三实验小学 一等奖 杨新红、周小兰、应璐 

66 兰考县济阳学校 一等奖 胡振波、汪培丽、刘晶晶 

67 兰考县裕禄小学 一等奖 王霞、王艳红、李琳 

68 兰考县兰阳街道第二小学 一等奖 蔡清民、李超峰、刘云云 

69 兰考县玉兰小学 一等奖 王海燕、陈云霞、陈萌欣 

70 永城市第四高级中学 一等奖 裴清品、李晨、孙锐峰 

71 郑州轻工业大学 二等奖 方娜、翟一晓、范丹莹 

72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二等奖 孙惠丽、方璐、康铮 

73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二等奖 阎美良 

 74 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 二等奖 徐金红 

 75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二等奖 马阿米娜、田默涵 

 76 安阳学院 二等奖 朱加旺 

 77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二等奖 高菲、张旭天 

78 河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二等奖 单忱莹 、周彦涛 、韩星、 车逸群 

79 河南工学院 二等奖 刘丽琼 

80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二等奖 巴亚伟 

81 河南女子职业学院 二等奖 胡多歌 

82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二等奖 焦纯朴、刘琛、魏勇敢、郭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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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耿风、蒋晓絮、华乃馨  

84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二等奖 史良 

85 开封大学 二等奖 刘莎莎、赵雨静 

86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周楠、宁晨卓 

87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翟德铭、侯玉婷、杨秦秦、曹亚 

88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刘怡、张楠楠、郭翠娟 

89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二等奖 李赵法、郭亚琼、白羽 

90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原淑慧 

91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二等奖 郭宏轶、陈旭 

92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郭昱漾 

93 洛阳市高新区三山小学 二等奖 陈淑鹏、李锳果、刘欢欢 

94 平顶山市新城区翠林蓝湾小学 二等奖 李凯、赵孟迪、鲁欢利 

95 平顶山舞钢市新时代国际学校 二等奖 梁添添、李晓艳、宋蕊蕊 

96 驻马店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徐敏、翁瑜、王相 

97 漯河市源汇区实验学校 二等奖 刘风琴、许盈盈、杨艺 

98 南阳市第十五小学校 二等奖 赵荻、张舜尧、张亚东 

99 南阳市第十二小学校 二等奖 水雪、宋晓晴、李梦曦 

100 许昌市第三高级中学 二等奖 郑博、毛嘉玮、苏畅 

101 巩义市子美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 李亚琼、李霞、董迎霄 

102 永城市五小 二等奖 李军玲、刘钰莹、陈敏 

103 兰考县兰阳街道第七小学 二等奖 高春红、陈莉琴、付春霞 

104 兰考县兰阳街道第一小学 二等奖 张小玲、霍慧敏、潘海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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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1 年 10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