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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作委员会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文件 

 

 

 

 

 

 

豫高发〔2020〕52 号 

 

 

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全省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优秀网络文化作品征集活动评选结果的 

通        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厅直属各单位（学校）： 

根据《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办公室、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征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优秀网络文化

作品的通知》（豫高办〔2020〕5 号）精神，省委高校工委、省教

育厅面向全省教育系统开展了战“疫”优秀网络文化作品征集活

动。活动开展以来，全省教育系统广大师生员工广泛参与，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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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音乐、微视频、动漫、图文、MV 等形式，宣传防疫知识，讲

好一线医护人员救死扶伤、医者仁心故事，讲好科学家勇于担责、

甘于奉献故事，讲好基层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冲锋在前故事，

讲好师生员工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故事，在社会上形成了较大影

响，有力地彰显了教育正能量；经各地各学校（单位）推荐和网

络征集，共收到各类作品 1048 件，最终评选出战“疫”优秀网

络文化作品 150 项（详细名单见附件），现将结果予以公布。 

希望全省教育系统各单位学校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凝聚战

“疫”思想共识，引导广大干部师生在灾难面前与国家共患难、

与人民共进步，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

共同打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 

 

附件：全省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优秀网络文化作品 

 

 

 

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2020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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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全省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优秀网络文化作品 

单  位 作品名称 作  者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一十班  书信：灾难中的成长 董欣悦 

郑州大学实验小学六一班 诗歌：共克时艰战疫情，小小少年有担当 张宸硕 

平顶山郏县新城小学 诗朗诵：为爱发声 相约春天 林瑞勤 

平顶山郏县教育体育局 微视频：亲子游戏拍手歌--防疫拍手歌 白会琴 

平顶山鲁山县教体局 诗歌:迎接风清日朗的春天 贾海峰 

平顶山鲁山县育英学校 词:六州歌头 李旭辉 

商丘市一中 美术:守护 徐子涵 

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 美术:最美逆行者 常玉兰 

商丘市一中 诗词：采桑子·疫必除 王一川 

商丘市一中 快板:众志成城抗疫情 刘懿萱 

新乡原阳县第二初级中学 微视频:抗击新冠病毒，我能行 王庭佩 

新乡原阳县第一完全小学 视频:诗朗诵有这样一位慈祥老人 洪贝妮 

新乡市新区小学 小合唱:听我说，谢谢你 张赛、马盈帆、聂梦岩、董文静 

新乡卫辉市第一中学 歌曲创作:你是春天最美的花 徐全民 

鹤壁市湘江小学 歌曲：冠状病毒我不拍 刘亚楠 

鹤壁市淇滨区明达小学 剪纸：全民一心抗击新冠肺炎 周运果 

鹤壁市湘江小学 口琴合奏：我和我的祖国 任思颖 

漯河市召陵区实验小学 豫剧:打不赢这一仗不把家还 何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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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实验小学 书信:期待天使早日凯旋 杨翠琴 

漯河市召陵区实验幼儿园  快板:众志成城 抗战疫情 郭姣姣 

三门峡市教育局 原创 MV：老师您看 朱伟伟 

南阳市第二十四小学校 微视频:让爱和希望蔓延 阚昕雅 

南阳市第二十四小学校 微视频:不放弃 王梓赫 

南阳方城县实验幼儿园 微视频:同风雨 共抗疫 中国加油 丁一鸣 

南阳方城县实验幼儿园 微视频:我是一名教师 闫小焱 

济源第一中学 合唱:有一种爱不变 郑燕 

济源市实验中学 诗歌:决不言殇 王桂兰 

济源市教育体育局 诗歌:坚守 刘栋军 

河南省实验中学 剪纸：战鼓声声迎凯旋 众志同心护梅开 陈晨 

河南省实验中学 视频：心系江城 天佑中华 李佳桐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微视频:改编豫剧战疫情 李仪萱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微视频:明天，你好。武汉加油改编版 宋云开 

河南省实验二中郑东分校小学部 绘本：中国加油！ 樊容 

河南省实验小学 文学:医二代的寒假生活 刘懿轩 

河南省实验小学 文章:我的警察爸爸 周政宇 

河南省实验学校鑫苑外国语小学 作文:加油，中国人 杨沛熙 

郑州大学 音乐:有你在 李昱霖 

郑州大学 音乐:光荣的战疫 申澳 

郑州大学 音乐:武汉加油 焦雪儿 

郑州大学 微视频:疫情无情，人间有爱 康宜玲 

郑州大学 海报:白衣天使 李俊瑶 

郑州大学 书法: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杨子霖 

河南大学 原创歌曲 MV: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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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 原创歌曲 MV:暖城 谷小龙、王丹 

河南大学 油画:那山那水那人 王圣松 

河南大学 书法:春风医者 郭昱 

河南大学 水彩画:战袍 朱治铖 

河南大学 水彩画:光 孙文静 

河南农业大学 歌曲：这里 魏玮 

河南师范大学 动漫:这是一场战役，我们都在战“疫” 董长雨 

河南师范大学 原创视频:疫情中的我们 杨启月 

河南师范大学 原创视频:让世界充满爱 唐新 

河南师范大学 原创歌曲视频:同愿 伏景萱 

河南师范大学 视频:师大手写加油接力 王希锐 

河南师范大学 视频:抗击疫情，师大退伍学生在行动 王晗 

河南科技大学 视频:接力诗朗诵——白衣 金佩瑶 

河南科技大学 音视频及图文:【至美琴湖·朗读亭】系列 吴越洋 

河南科技大学 短视频:战“疫”之声 潘嘉晨 

河南科技大学 动漫:战“疫”漫画 邢亚茹 

河南科技大学 视频:我想对你说 辛隽哲、杨露 

河南科技大学 短视频:疫情过后的我们，如期而至的美好 孙雨倩 

河南工业大学 诗词:满江红--大国抗疫有感 管诗棋 

河南工业大学 诗歌:谢谢你没有放弃 焦娇 

河南工业大学 诗歌:齐心协力共抗疫 刘世丽 

河南工业大学 素描:光的旅途 郁杏怡 

河南工业大学 H5:祈福武汉，共同战“疫” 郑丽萍 

河南工业大学 散文:待到春花浪漫时 张昀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沙画：最美逆行者 张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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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视频：华水师生同唱《我和我的祖国》 张驰 

郑州轻工业大学 歌曲:期待 陈樾 

郑州轻工业大学 视频:云中梦语 李景元、洪梦飞、潘化冰、郑莺 

郑州轻工业大学 微视频:心手相牵，共克时艰|辅导员的战“疫” 张世涛、王冠玺、景晓悦 

郑州轻工业大学 原创说唱音乐 MV:共克时艰 沈高峰、冯文、张帅 

郑州轻工业大学 微视频:战“疫”，我们在路上 张馨文 

郑州轻工业大学 音乐:海阔天空 赵思瑞、刘文婧 

信阳师范学院 微信推文:用“心”奋战抗“疫”一线 甘华玲、曹琪 

信阳师范学院 微信推文:H5 | 我是师院人，我承诺！ 谢艳丽 

信阳师范学院 微信推文:他把春节旅行用来购买口罩、消毒液！ 袁林 

信阳师范学院 抖音短视频:“疫情不退，绝不倒下” 孔令龙、陈奥杰、王雪菲 

信阳师范学院 微视频:抗击疫情，河南在行动 姚艳强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短诗:身在寒冬又何妨， 武安琪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短诗:等你回家 何美婷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短诗:沁园春·共赴江城 姜华雨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手绘:致敬逆行者 周宜静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手绘:生命的倔强 谢元正 

中原工学院 海报:新冠肺炎预防指南 王萌萌 

中原工学院 微信公众号推文:“凝心聚力 共克时艰 熊瑛 

中原工学院 微信公众号推文:九大"天团"来袭！ 陈慧 

中原工学院 微信公众号推文:使命！尽责！期盼！ 杨勇 

中原工学院 微视频:中原工学院研发出新型防病毒口罩及设备！ 毕明理 

河南科技学院 微视频:战“疫”有我 党员先声 吴丹 

河南科技学院 H5:众志成城 共抗疫情 胡昕 

河南科技学院 微视频:疫情阻击战，重在行动 马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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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学院 文章+油画: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王煌炜 

商丘师范学院 微视频:全方位抗疫 赵晰颖 

商丘师范学院 微视频:同心相连武汉加油 闫小琪 

商丘师范学院 微视频:武汉，“罩”顾好自己 魏新朋 

商丘师范学院 平面海报:邪不压正 田乐乐 

周口师范学院 音乐:平安中国，平安武汉！ 姚宗华 

周口师范学院 微视频:战“疫”我发声  出彩中国话 张璐璐 

周口师范学院 微信推文:20 个热泪盈眶的瞬间！ 何田田 

周口师范学院 视频:老师，您放心，我在湖北挺好的 朱贺 

洛阳理工学院 国画:祈祷 韩颖 

洛阳理工学院 海报:十七年前，你保护我；十七年后，我保护你 余紫萱 

洛阳理工学院 插画设计:牡丹燕菜为热干面加油 王晨 

洛阳理工学院 原创歌曲:不忍喊加油 李焕有 

河南工程学院 微信推文:出彩河工人|海外留学博士为祖国祈福 刘英岩 

河南工程学院 微视频:我爱你，中国 李丰 

河南工程学院 微视频:春暖花开疫消散 李铭昕 

河南工程学院 音频:逆行的你 马绍春 

河南警察学院 短视频:疫情中的武汉 孙浩翔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视频：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等我回来 杨莉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绘画:共抗疫情，你我同行 邵晶晶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文章:致敬最美逆行者 李新宇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视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邓雅方 

河南工学院 微视频：众志成城，共同抗疫 陈夏楠 

河南工学院 文字：一名普通教师党员对疫情的“追逐” 郭战永 

河南工学院 微视频:艺起抗疫，期待风雨后更美的彩虹 毕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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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理工学院 图文：“艺”不容辞|战“疫”网络文化作品展播（一） 杨静 

南阳理工学院 图文：“艺”不容辞|战“疫”网络文化作品展播（二） 魏婷婷 

南阳理工学院 图文：“艺”不容辞|战“疫”网络文化作品展播（三） 曾洋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歌曲:爱在天地间 刘伊萌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报道:白卫星：请战非偶然，习惯成自然 吕 村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歌曲:在希望中萌生 和进旭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视频:加油中国 尹琼磊 

郑州商学院 音乐：出门记得戴口罩 山世磊 

郑州商学院 微视频:抗“疫”宣传片 赵续鑫 

信阳学院 原创歌曲:相依 翟海燕 

信阳学院 舞蹈视频:舞装战疫 赫思思 

郑州财经学院 歌曲视频:自编抗疫情 王静 

郑州财经学院 视频:疫情无情人间有爱 与祖国风雨同行 杨建伟、丁浩格、李顺尧 

郑州西亚斯学院 微视频:长江之城，长城之疆 赵志攀 

郑州西亚斯学院 歌曲:今年过年不串门 徐宁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诗朗诵: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华雷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微视频:应院学子致敬最美逆行者 崔璀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张庆果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散文:天使英雄 谢凤香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视频:未来可期，不惧战“疫” 臧珏云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快板：愿祖国福寿安康更太平 王宜涛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视频：护士战歌 赵京辉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视频类手势舞:同学们，我们一起为武汉加油吧！ 方薇涛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音乐:祖国迎来月朗风清 蔡世林 

永城职业学院 诗词:为生命出征(外二首) 刘福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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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诗:春天正在走来的路上 王梦瑶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微视频:繁花盛开，静等归来 梁晓玉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短视频:致敬英雄 王苗苗 

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 微视频:抗击疫情，我们一起行动 康柯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视频:“疫情过后”创意小短片 刘鑫栋 

河南省幼儿师范学校 微视频:致敬·最亲爱的人 赵凤远 

洛阳幼儿师范学校 微视频:疫情防控的心理防线--健康心态 胡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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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办公室  依申请公开  2020年 6月 1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