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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1 年河南省中小学德育优秀教学案例评选获奖名单 
 

一等奖 100 名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案例名称 证书编号 

1 张媛媛 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小学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212750001 

2 赵  楠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 不一样的你我他 212750002 

3 郭  瑜 开封市基础教育教研室 爱心的传递者 212750003 

4 张  辉 洛阳市实验小学 我的环保小搭档 212750004 

5 王  辉 洛阳市老城区第二小学 慧眼看交通 212750005 

6 海  霞 洛阳市西工区大路口小学 我和时间交朋友 212750006 

7 田海风 安阳市龙安区东风乡郭潘流小学 让我们的家更美好 212750007 

8 王小菊 新乡市牧野区新飞大道小学 展示我的环保小搭档 212750008 

9 雷  霞 辉县市孟电小学 开天辟地的大事 212750009 

10 李  阳 新乡市牧野区陵园小学 中流砥柱 212750010 

11 王  瑛 焦作市实验小学 探访古代文明 212750011 

12 陈  琳 许昌市健康路小学 我是一张纸 21275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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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雷亚静 三门峡市湖滨区教学研究室 我们生活的地方 212750013 

14 孙亚楠 南召县云阳镇铁路小学校 请到我的家乡来 212750014 

15 赵红彩 南阳市第二十七小学      认识居民身份证 212750015 

16 赵永娟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张阁镇

杨庄小学 说话要算数 212750016 

17 田  园 商丘市文化路小学 我们受特殊保护 212750017 

18 李  丹 商丘市梁园区民主路第二小学 应对自然灾害 212750018 

19 张艳璘 信阳市第三实验小学 健康过冬天 212750019 

20 钟士明 潢川县马祖常学校 学会尊重 212750020 

21 尹瑞瑞 信阳市南湾湖风景区谭庙小学 弘扬优秀家风 212750021 

22 吕  艳 济源市太行路学校 这些事我来做 212750022 

23 贺海霞 巩义市教育科研培训中心 辽阔的国土 212750023 

24 杨艳萍 兰考县兰阳街道第二小学 开天辟地的大事 212750024 

25 黄星月 永城市第九小学 生活离不开规则 212750025 

26 周艺超 郑州市第七十一中学 做负责任的人 212750026 

27 靳珂珂 洛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依法履行义务 212750027 

28 韩芬艳 洛阳市实验中学 活出生命的精彩 212750028 

29 张六梅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家的意味 212750029 

30 朱  静 安阳市光华中学 悄悄变化的我 212750030 

31 王玲云 新乡市第四中学 延续文化血脉 212750031 

32 王  洁 新乡市河南师大附中实验学校 我与集体共成长 21275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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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杨  光 焦作市第十七中学 在品味情感中成长 212750033 

34 司明艳 焦作市第二十中学 凝聚法治共识 212750034 

35 孙嘉俐 漯河市临颍县颍川学校 青春有格 212750035 

36 姚  远 南阳市第十九中学校 少年当自强 212750036 

37 刘珍珍 商丘市第一中学 共圆中国梦 212750037 

38 楚林林 商丘市实验中学 增强生命的韧性 212750038 

39 谢  齐 驻马店市第一初级中学 共圆中国梦 212750039 

40 张  瑜 驻马店市第二初级中学 坚持国家利益至上 212750040 

41 盛海燕 邓州市城区第一初级中学 延续文化血脉 212750041 

42 田  静 河南省实验中学 中国担当 212750042 

43 周晋阳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增强生命的韧性 212750043 

44 张同秀 郑州市第九中学 文化的继承性与文化发展 212750044 

45 李  琼 郑州外国语学校 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212750045 

46 娄鹏飞 开封市基础教育教研室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抗疫精神  激励奋进的新动力 212750046 

47 严  蕾 开封市第七中学 抗疫践初心  聚力担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212750047 

48 王红超 河南科技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文化创新的途径 212750048 

49 刘晓彤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212750049 

50 王培迪 平顶山市实验高中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212750050 

51 刘  熙 焦作市第一中学 小菜园  大市场——从农田经营看市场配置资源 212750051 

52 孙丽平 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 价值的创造与实现 2127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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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付俊亚 商丘市回民中学 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212750053 

54 张风帆 驻马店市第二高级中学 新时代的劳动者 212750054 

55 李娓燕 济源高级中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212750055 

56 马丹丹 河南省实验中学 社会发展的规律 212750056 

57 杨伟东 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 “做新时代的劳动者”小初高一体化教学 212750057 

58 李菲菲 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学校 考后心态调整 212750058 

59 赵金利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一学校 唱响自信之歌 212750059 

60 弋松伟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美好之旅——你眼中的“世界”和“世界”眼中的你 212750060 

61 王艳娟 郑州市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 认识自己，悦纳自己 212750061 

62 王富洋 开封市第二十七中学 正确认识负面情绪 212750062 

63 张笑笑 开封市集英中学 架起心灵的彩虹——破译沟通的密码 212750063 

64 管  芳 开封市第二师范附属小学 怎样克服胆怯 212750064 

65 崔金金 开封市梁苑小学 我能专心 212750065 

66 刘  博 河南科技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学会学习——做时间的主人 212750066 

67 毛晓娟 洛阳市涧西区东升第二小学 快乐天使——情绪的管理与调节 212750067 

68 王莉兵 洛阳市西工区第三实验小学 曼陀罗绘画，促进儿童自我成长 212750068 

69 刘小飞 许昌市毓秀路小学 做事不拖拉 212750069 

70 安芷萱 确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我的“优势树”与“周哈里窗” 212750070 

71 李  静 济源高级中学 小目标，大梦想 212750071 

72 张  洋 兰考县三义寨乡老茄庄小学 让挫折成为独特的风景 21275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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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马赛赛 郑州龙门实验学校 认识二元一次方程组 212750073 

74 陈会平 许昌市兴业路小学 设计文化衫 212750074 

75 吴凤娇 周口恒大中学 学习好榜样  传递正能量 212750075 

76 张献辉 济源高级中学 行星的运动 212750076 

77 李海燕 济源市愚公路小学 适度开发，彰显数学学科的德育价值 212750077 

78 齐阿卉 新蔡县孙召镇袁庙小学 踏上阅读阶梯  开启书香之旅 212750078 

79 汪豪浩 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212750079 

80 贡  娟 郑州市二七区春晖小学 以疫为书  生命教育正当时 212750080 

81 李  霞 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擘画宏伟蓝图，引领美好未来——十九届五中全会专题

学习 
212750081 

82 王  蕊 开封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学习焦裕禄，“五比”我进步 212750082 

83 杜卫华 安阳市殷都区青少年学生校外活

动中心 心有榜样  致敬先锋 212750083 

84 贾苗苗 鹤壁市明志中学 探访鹤城红色足迹，礼赞建党百年历程 212750084 

85 赵  丽 焦作市解放区基础教研室 “百年党史”主题班会活动——我心向党  筑梦成长 212750085 

86 王朝晖 濮阳县第一实验小学 谢谢您伴我成长——感恩父母  212750086 

87 杨美丽 濮阳市昆吾小学 中国制度，爱你没商量 212750087 

88 张艳华 许昌市第九中学 发现更好的自己 212750088 

89 吕建国 三门峡市卢氏县育才中学 以“卢氏好人”为线索，践行友善价值观 212750089 

90 陈谊琳 三门峡市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留”住关爱，“守”住幸福 212750090 

91 程  霞 新县职业高级中学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十八岁成人礼德育活动

案例 
21275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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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李  森 淮滨高级中学 “美丽淮滨我可爱的家”主题实践活动 212750092 

93 赵付宏 沈丘县卞路口乡第二初级中学 “诚信银行”主题班会 212750093 

94 李  倩 周口市六一路小学 课间十分钟  安全记心中 212750094 

95 胡治国 太康县大许寨君赵中学 多彩君赵  德润少年 212750095 

96 赵  晔 沈丘县第二高级中学 节约粮食  从我做起 212750096 

97 李文静 驻马店市第四小学 “合作的力量”主题班会   212750097 

98 李玉波 济源市坡头镇第一小学 致敬逆行者，勇于担重任——少先队活动课教学案例 212750098 

99 吴  镜 河南省实验小学 致敬先锋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212750099 

100 郭晨光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诈骗花样多 •防范有对策”——防诈主题班会 212750100 

二等奖 147 名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案例名称 证书编号 

101 刘宾花 郑州市二七区教学研究室 富起来到强起来 212750101 

102 李  静 新郑市新华路小学 请到我的家乡来 212750102 

103 刘  慧 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小学北校区 生命来之不易 212750103 

104 张  蕊 新郑市外国语小学 学会沟通交流 212750104 

105 李崇慧 郑州市二七区汝河路小学北校区 建立良好的公共秩序 212750105 

106 程振华 开封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诚实与说谎 212750106 

107 王雯卉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 花儿草儿真美丽 212750107 

108 赵  洁 洛阳市老城区第二小学 清新空气是个宝 2127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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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韩晓娜 平顶山市卫东区平马路小学 中华民族一家亲 212750109 

110 崔培培 平顶山市卫东区吴寨小学 不一样的你我他 212750110 

111 李晓明 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 我是中国公民  我为祖国代言 212750111 

112 冯  芳 安阳市东南营小学 分享真快乐 212750112 

113 郭红芳 安阳县白璧集中心小学 我是一张纸 212750113 

114 刘  双 新乡市红旗区新一街小学 中国有了共产党 212750114 

115 刘建玲 卫辉市第六完全小学 班级生活有规则 212750115 

116 李现普 濮阳市清丰县城关镇中心小学 爱护身体  珍惜生命 212750116 

117 武相彩 濮阳市油田皇甫中学 合理消费 212750117 

118 苏丽娟 许昌实验小学 有多少浪费本可避免 212750118 

119 刘盼峰 灵宝市中州实验学校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12750119 

120 马春梅 三门峡市外国语小学 多元文化  多样魅力 212750120 

121 孙晓琳 南召县城关镇第二完全小学校 学会宽容 212750121 

122 张燕丽 南阳市第二十四小学   我们有精神 212750122 

123 李清玖 南阳市第二十五小学  我很诚实 212750123 

124 李永会 西峡县阳城小学 我很诚实 212750124 

125 杜青苗 内乡县第五小学     健康游戏我常玩 212750125 

126 吕康辉 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 我们有精神 212750126 

127 蔡晓敏 商丘市第二实验小学 生活离不开规则 212750127 

128 赵文翠 睢县古襄路小学 生命最宝贵 21275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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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高知玲 虞城县明德小学 有多少浪费本可避免 212750129 

130 孙巧真 商丘市梁园区民主路第三小学 责任在肩，人民在心 212750130 

131 尤胜利 商丘市梁园区民主路第一小学 感受宪法日 212750131 

132 杨  磊 信阳市平桥区第二小学 请到我的家乡来 212750132 

133 温晓斌 息县第八小学 好朋友  真友谊 212750133 

134 王  霞 信阳市羊山新区十一小学 当冲突发生 212750134 

135 陈  静 罗山县第二实验小学 别伤着自己 212750135 

136 宋  佳 驻马店市驿城区胡庙乡胡庙小学 富起来到强起来  212750136 

137 杨颖颖 巩义市第二小学 虎门销烟 212750137 

138 胡艳霞 鹿邑县邱集乡大白小学 我参与  我奉献 212750138 

139 齐安敏 郑州中学 我们的梦想 212750139 

140 郭  琪 洛阳市第五中学 走近老师 212750140 

141 程相锋 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 共圆中国梦 212750141 

142 白彩娜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敬畏生命 212750142 

143 李东方 洛阳市东方第二中学 我们的梦想 212750143 

144 赵花枝 平顶山市第十四中学 我与集体共成长 212750144 

145 李红星 安阳市三十三中学 延续文化血脉 212750145 

146 郝好委 安阳市第六十六中学 集体生活邀请我 212750146 

147 甘立平 鹤壁市第二中学 延续文化血脉 212750147 

148 张培培 鹤壁市淇滨区福源中学 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21275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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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张雯雯 新乡市第二十二中学 延续文化血脉 212750149 

150 张会领 新乡市平原外国语学校 共筑生命家园 212750150 

151 王小俊 濮阳市第四中学 学习伴成长 212750151 

152 陈  静 禹州市小吕镇中心学校 谋求互利共赢 212750152 

153 朱梦博 许昌市东城区实验学校 关爱他人 212750153 

154 王翠翠 许昌市第一中学 家的意味 212750154 

155 黄  培 漯河市第五初级中学 以礼待人 212750155 

156 聂红林 桐柏县平氏镇第一初级中学 守护生命 212750156 

157 李  莉 南阳市油田第六中学 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12750157 

158 陈媛媛 方城县第二初级中学 我对谁负责  谁对我负责 212750158 

159 赵爱香 商丘市行知学校 守护生命 212750159 

160 张焕焕 商丘市第十六中学 在品味情感中成长 212750160 

161 许璐楠 商丘市第五中学 生活需要法律 212750161 

162 王梦圆 柘城县第三实验中学 依法行使权利 212750162 

163 张  瑞 驻马店市第二初级中学 遵守规则 212750163 

164 魏彦辉 遂平县第二初级中学 家的意味 212750164 

165 樊  敏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遵守规则 212750165 

166 杨  虹 荥阳市高级中学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 212750166 

167 胡玲玲 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 色彩斑斓的文化生活 212750167 

168 孔慧颖 郑州市第一中学 新时代劳动者 21275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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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王宏建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212750169 

170 李芳芳 洛阳市第十五中学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12750170 

171 黄  磊 洛阳市第十二中学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212750171 

172 张嘉培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 212750172 

173 王丽娟 平顶山市实验高中 传统文化的继承 212750173 

174 牛永志 平顶山市第一中学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12750174 

175 王春娇 安阳市第一中学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212750175 

176 郭  攀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212750176 

177 李建丰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12750177 

178 池培培 商丘市实验中学 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212750178 

179 王翠翠 商丘市第二高级中学 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宗旨 212750179 

180 杨  雪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级中学 发展生产  满足消费 212750180 

181 王  静 信阳高级中学 永恒的中华民族精神 212750181 

182 史金明 确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政府的责任：对人民负责 212750182 

183 白  秋 济源高级中学 永恒的中华民族精神 212750183 

184 路高丹 巩义市第一高级中学 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212750184 

185 宋改平 巩义市第一高级中学 价值与价值观 212750185 

186 侯海侠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价值与价值观 212750186 

187 李  茜 中牟县弘毅高级中学 点亮人生的航灯 212750187 

188 赵清扬 郑州市中原区锦绣小学 让生命之花绽放 21275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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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张  晴 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 青春无悔  美好人生 212750189 

190 王晓鼎 郑州市金水区未来小学 独特的自己 212750190 

191 张艳芳 开封市金明中学 做时间的主人 212750191 

192 魏运星 汝阳县城关镇南街小学 突破自我 212750192 

193 孙孟琳 汝阳县直属初级中学 真诚地悦纳自我 212750193 

194 董芸洁 安阳市第六中学 情绪的管理 212750194 

195 牛  丽 安阳市健康路小学 学会倾听 212750195 

196 吴青松 汤阴县第一中学 了解你的考试焦虑 212750196 

197 朱艳芝 许昌第二高级中学 带点焦虑去考试 212750197 

198 何晶晶 许昌实验小学 跟坏脾气说再见 212750198 

199 姜红英 漯河实验高级中学 正确认识自我 212750199 

200 孟亚歌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 关爱自我，珍爱生命 212750200 

201 赵姝雯 南阳市油田第八小学 我能与“冲突”和平共处 212750201 

202 刘  佳 信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假如大自然打了个“响指” 212750202 

203 张晓霞 信阳市南湾湖风景区中学 认识自我 212750203 

204 梁紫琪 周口市第十九初级中学 珍爱生命  活出精彩 212750204 

205 王  倩 驻马店第二实验小学 记忆的奥秘 212750205 

206 吕中玉 固始县第七小学 学会调控自己的情绪 212750206 

207 谷海峰 河南省实验中学 目标指引人生 212750207 

208 陈怀润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做情绪的主人 21275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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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靳晓兰 卫辉市第一中学 嗅经典文化芬芳 展爱国筑梦情怀 212750209 

210 马腾飞 濮阳市油田第十八中学 感悟英雄人物 212750210 

211 邵风雨 濮阳市油田第十中学 我国古代建筑艺术 212750211 

212 冯媛媛 驻马店实验小学 狼牙山五壮士 212750212 

213 刘海英 驻马店市第十一小学 升国旗  212750213 

214 赵  剑 郑州市中原区桐淮小区小学 小康路上的红领巾之声 212750214 

215 秦  莉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列子小学 见证中国力量，树立报国之志 212750215 

216 刘琳霞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朝凤路小学 
追榜样“明星”，做出彩少年——学先锋榜样少先队活

动 
212750216 

217 李顺战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二小学 八一军旗  高高飘扬 212750217 

218 霍新芳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一小学 疫情大考的中国答卷 212750218 

219 文书霞 开封市金明中学 战“疫”中彰显中国制度优势 212750219 

220 陈向芳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 你好，少先队 212750220 

221 宋东魁 平顶山市湛河区开源路小学 学习习爷爷寄语，做时代筑梦少年 212750221 

222 刘玲丽 安阳市文峰区第二实验小学 大家一起来 212750222 

223 张  娜 安阳市健康路小学 弘扬传统文化  争做“非遗”达人 212750223 

224 刘  芳 鹤壁市淇滨区天山小学 弘扬中国精神  共圆中国梦 212750224 

225 赵亚瑞 鹤壁市外国语中学 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212750225 

226 马小燕 鹤壁市高中 志存高远，为国成才——距离高考 70 天动员主题班会 212750226 

227 白志贤 温县教研室 学习党的历史  争做国之栋梁 212750227 

228 陈红方 修武县第一中学 以生态为本，立美学经济 21275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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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江晓丹 濮阳市油田第六小学 学习抗疫英雄，放飞童年梦想 212750229 

230 温淑慧 濮阳市第六中学 做责任少年，奏时代强音 212750230 

231 徐亚红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212750231 

232 姚利红 濮阳市实验中学 我自信  我拼搏  我无悔 212750232 

233 王  多 许昌市毓秀路小学 劳动最光荣 212750233 

234 张春雨 漯河市源汇区泰山中路小学 合理利用零花钱 212750234 

235 梁  钰 三门峡市陕州区第一高级中学 致敬英雄  不负青春 212750235 

236 樊晓莹 灵宝市实验高级中学 一辆单车引发的思考 212750236 

237 肖  慧 南阳市第二十一学校 学党史，悟思想，做出彩二十一人 212750237 

238 贺丽莉 南阳市第二十二中学校  致敬抗“疫”英雄  争做有志少年 212750238 

239 楚尚涛 信阳市羊山中学 “三张名片”德育活动 212750239 

240 徐  湛 新县光彩实验学校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70 周年”主题队会 212750240 

241 赵艳秋 商水县直第一小学 热爱红领巾，争做时代好少年 212750241 

242 董莉婷 周口市第一高级中学 无奋斗，不青春——提高学生学习内驱力主题活动 212750242 

243 黄彬涛 济源高级中学 悦纳自己，直面挫折 212750243 

244 郑会敏 滑县白道口镇民寨中心小学 坚守初心使命  传承红色基因 212750244 

245 徐红丽 固始县实验艺术小学 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 212750245 

246 王菲斐 河南省实验小学 “英雄不老，薪火相传”主题班会 212750246 

247 杨会兵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增强责任之心  勇于担当作为 21275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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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153 名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案例名称 证书编号 

248 常亚茹 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小学 正确认识广告 212750248 

249 马艳君 开封市集英小学 生命最宝贵 212750249 

250 周春燕 平顶山市新华区体育路小学 中华民族一家亲 212750250 

251 闻建华 安阳市殷都区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知家乡  爱家乡 212750251 

252 谢  丹 安阳市西大街小学 家乡新变化 212750252 

253 杜玉花 鹤壁市山城区实验小学 大家一起来合作 212750253 

254 赵曼玉 新乡市育才小学明德校区 生活离不开他们 212750254 

255 赵  艳 新乡市育才小学 让我自己来整理 212750255 

256 张天姣 新乡市卫滨区姜庄街小学 中国有了共产党 212750256 

257 聂丽娜 获嘉县东苑小学 生活离不开他们 212750257 

258 杨卫华 焦作市马村区实验学校 学习有方法 212750258 

259 王  艳 焦作市东环小学 小水滴的诉说 212750259 

260 任  燕 焦作市中站实验小学 大家排好队 212750260 

261 刘慧敏 濮阳市华龙区南海路小学 有多少浪费本可避免 212750261 

262 李圆圆 许昌实验小学 美丽文字  民族瑰宝 212750262 

263 郑丽萍 长葛市新区实验学校 弘扬优秀家风 212750263 

264 张  燕 漯河市第二实验小学 古老而优美的文字 212750264 

265 常  颖 南召县皇后第一小学 感受生活中的法律 21275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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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徐  贤 新野县沙堰镇第三中心小学  欢欢喜喜庆国庆 212750266 

267 张红玉 西峡县石界河镇第一中心小学 说话要算数 212750267 

268 张彭莉 南阳市油田第八小学 不一样的你我他 212750268 

269 樊雅丽 内乡县第一小学    读懂彼此的心 212750269 

270 高  超 柘城县双庙小学 人大代表为人民 212750270 

271 杨胜利 夏邑县第二小学 辽阔的国土 212750271 

272 王黎明 信阳市第三小学 这些事  我来做 212750272 

273 张  云 光山县第四完全小学 弘扬优秀家风 212750273 

274 刘艳丽 周口市纺织路小学 美丽文字  民族瑰宝 212750274 

275 王文芳 周口市中原路小学 学会尊重 212750275 

276 王  玉 周口市淮阳区实验小学 欢欢喜喜庆国庆 212750276 

277 李  艳 驻马店实验小学 风儿轻轻吹 212750277 

278 郑  晨 驻马店市第二十七小学 家乡物产养育我 212750278 

279 周  丹 汝南县实验学校 我和我的家 212750279 

280 郭云云 驻马店市第七小学 中华民族一家亲 212750280 

281 刘  燕 西平县实验小学 诚实伴我成长 212750281 

282 杨  丽 滑县王庄镇谢道口小学 有多少浪费本可避免 212750282 

283 马  方 邓州市罗庄镇岭上小学 学会反思 212750283 

284 刘大丽 邓州市彭桥镇中心小学 让我们的家更美好 212750284 

285 郑中华 永城市第四小学 地球——我们的家园 21275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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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张  宁 永城市第六小学 中华民族一家亲 212750286 

287 王丹丹 新蔡县孙召镇袁庙小学 尊重他人  从我做起 212750287 

288 李  丽 郑州市第三十四中学 中国制度优势 212750288 

289 吴  珂 荥阳市第二初级中学 让“少年的你”远离校园欺凌 212750289 

290 赵素军 平顶山市宝丰县第三初级中学 网上交友新时空 212750290 

291 刘建丽 平顶山市第六中学 少年有梦 212750291 

292 聂小英 原阳县第五初级中学 以礼待人 212750292 

293 葛金涛 新乡市第三十中学 共圆中国梦 212750293 

294 闫俊玲 辉县市城关初级中学 党史立心，筑梦韶华 212750294 

295 解福续 获嘉县第一初级中学 节奏与旋律 212750295 

296 牛红梅 焦作市实验中学 走向世界大舞台 212750296 

297 王蓓蓓 台前县思源实验学校 
巧用抗疫素材，厚植国家认同——以“中国担当”一课

为例 
212750297 

298 王丽伟 许昌市第十二中学 青春有格 212750298 

299 张  璐 西峡县丹水镇第二初级中学 劳动最光荣 212750299 

300 郑本玉 南阳市油田第二中学 国家好，大家才会好 212750300 

301 褚桂山 方城县实验中学 促进民族团结 212750301 

302 丁红梅 虞城县第一初级中学 爱在家人间 212750302 

303 贾玉华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第一初

级中学 
共圆中国梦 212750303 

304 徐传信 淮滨县实验中学 感恩亲情，与爱同行 212750304 



 — 19 — 

305 杨国丽 信阳市第五初级中学 诚实守信 212750305 

306 王爱云 郸城县第二实验中学 青春奥秘 212750306 

307 李  丰 周口市第十九初级中学 依法行使权利 212750307 

308 刘  欢 驻马店市第二初级中学 学无止境 212750308 

309 陆海霞 驻马店市第八中学 国家行政机关 212750309 

310 窦晓夏 驻马店市第九中学 法不可违 212750310 

311 袁  园 巩义市紫荆实验学校 开放互动的世界 212750311 

312 王彩霞 兰考县基础教育教研室 感受生命的意义 212750312 

313 荣全山 滑县道口镇第一初级中学 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212750313 

314 丁瑞敏 鹿邑县试量镇中心学校 诚实守信 212750314 

315 郭伟伟 郑州中学 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 212750315 

316 杨  瑞 郑州市第十九高级中学 民主决策：作出最佳选择 212750316 

317 毕红梅 郑州市第十八中学 国家财政 212750317 

318 王沙沙 平顶山市第一中学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212750318 

319 李璐璐 新乡市第十二中学 价值的创造与实现 212750319 

320 薛  鑫 沁阳市教研室 新时代的劳动者 212750320 

321 田彦伟 许昌实验中学 色彩斑斓的文化生活 212750321 

322 杨风霞 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 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212750322 

323 王景真 宁陵县高级中学 价值的创造与实现 212750323 

324 李艳玉 宁陵县第二高级中学 在文化生活中选择 21275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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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周方奎 夏邑县高级中学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212750325 

326 范  惠 虞城县高级中学 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212750326 

327 王莹莹 民权县第一高级中学 文化创新的途径 212750327 

328 杨  帆 睢县高级中学 坚持国家利益至上  212750328 

329 赵笑枫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社会历史的主体 212750329 

330 史  辉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212750330 

331 李文霞 信阳市璘河区教体局教研室 传统文化的继承 212750331 

332 王芳杰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212750332 

333 俞娟娟 汝南县第一高级中学 新时代的劳动者 212750333 

334 曹翠芬 兰考县第一高级中学 政府的责任：对人民负责 212750334 

335 王丽华 鹿邑县第一高级中学校 永恒的中华民族精神 212750335 

336 彭丽萍 郑州市惠济区杜庄小学 逆风飞翔——挫折教育 212750336 

337 樊  玮 郑州市中原区育红小学 情绪晴雨表 212750337 

338 杜思晗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学会健康的沟通 212750338 

339 张瑞瑞 开封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规则的守候 212750339 

340 田丽君 洛阳市二十六中学 真的爱你 212750340 

341 贾晓晓 安阳市第二中学 我的情绪我做主 212750341 

342 李瑞芳 安阳市龙安区教研室 合作 212750342 

343 邱  婷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 212750343 

344 李文玲 淇县卫都路小学 玩转记忆魔方 212750344 



 — 21 — 

345 魏雪凝 辉县市孟电小学 我的学习“发动机” 212750345 

346 陈  燕 新乡市牧野区花园小学 与焦虑为友  迎轻松考试 212750346 

347 王  丹 禹州市钧台街道办事处中心学校 初三学生考试焦虑团体心理辅导方案 212750347 

348 赵海霞 许昌市毓秀路小学 珍爱生命，活出精彩 212750348 

349 周  平 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第一中学 情绪万花筒 212750349 

350 王华雨 社旗县饶良镇初级中学 情绪的管理 212750350 

351 赵起越 南阳市油田第二中学 心若安好，便是晴天 212750351 

352 张金方 南阳市第五中学校 感谢有你 212750352 

353 刘会丽 扶沟县高级中学 阳光心态  策略备考 212750353 

354 陈果果 正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学会与压力同行 212750354 

355 赵志瑜 驻马店高级中学 我的情绪我做主 212750355 

356 刘  磊 新蔡县明英中学 精彩的生命  精彩的你 212750356 

357 王  涛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在有机教学中提升核心素养，体味科学价值——以《乙

炔的化学性质》为例 
212750357 

358 刘丹丹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 吃水不忘挖井人 212750358 

359 汪圆圆 洛阳市实验小学 小英雄雨来 212750359 

360 薛海芳 修武县郇封镇第一初级中学 忆百年峥嵘岁月  筑时代青春风华 212750360 

361 蔺文娟 新野县城区汉桑城小学 汉字的视角联想 212750361 

362 王文缔 沈丘县第一初级中学 中考复习之锐角三角函数的应用 212750362 

363 江鑫宇 驻马店高级中学 水资源合理利用 212750363 

364 王  敏 兰考县仪封镇第一初级中学 Let's celebrate！ 21275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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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韩伟伟 固始县高级中学 Mind Your manners 212750365 

366 吴景梅 鹿邑县远志高中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212750366 

367 胡亚灵 郑州市二七区佛岗小学 走进二七纪念塔  弘扬“二七精神” 212750367 

368 李玲敏 中牟县新圃街小学 红领巾  学党史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212750368 

369 周朋辉 登封市大冶镇西施村小学 “正视挫折，做阳光少年”主题班会 212750369 

370 帖红燕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东路小学 童心向党——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班会 212750370 

371 王蒙鹿 开封市金明小学 国学润泽童心，经典畅想未来 212750371 

372 董  驰 开封市第二师范附属小学 追寻焦裕禄事迹，传承焦裕禄文化 212750372 

373 张  浩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212750373 

374 牛彦荣 辉县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行走轿顶山  学“四史”爱家乡 212750374 

375 周丽英 延津县胜利路小学 致敬英雄  筑梦新时代 212750375 

376 代小红 新乡市第一实验学校 八月十五话中秋 212750376 

377 王  萍 濮阳市油田第三小学 争做文明好队员 212750377 

378 刘艳敏 濮阳市南乐县第三实验小学 我就是我 212750378 

379 杜晓华 禹州市钧台街道办事处中心学校 感恩教育 212750379 

380 周海霞 长葛市第一小学 寸草心——感恩父母的爱 212750380 

381 汪  玉 漯河市第二高级中学 拒绝校园暴力  创建文明校园 212750381 

382 王林红 三门峡灵宝市第一初级中学 梦在心中  路在脚下 212750382 

383 杨  统 南阳市官庄镇第三初级中学 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212750383 

384 杨  果 内乡县初级中学   聚榜样力量，筑中国梦想 212750384 



 — 23 — 

385 鲍丰伟 新野县文府曙光学校 培养良好品行习惯，争做“优秀曙光少年” 212750385 

386 刘  锐 南阳市第二十一学校 感恩，我们在行动 212750386 

387 宋  娜 民权县实验小学 向英雄致敬 212750387 

388 陈晓晖 信阳市羊山中学 让毕业成为美好回忆 212750388 

389 曹  丹 光山县慧泉中学 激发爱国之情怀  激荡心灵之火花 212750389 

390 熊  颖 淮滨县实验小学 “红色基因代代传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主题队会 212750390 

391 张  莹 信阳市第三实验高级中学 学习书记寄语，唱响青春之歌 212750391 

392 张建国 扶沟县实验小学 心怀感恩，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12750392 

393 张  玉 郸城县第二实验小学 雷锋就是你我他 212750393 

394 王旭光 驻马店市第二十三小学 我爱红领巾 212750394 

395 崔玉红 驻马店市第二十三小学 诚信伴我成长 212750395 

396 李  瑞 驻马店市第三小学 心存感恩，与爱同行  212750396 

397 邱冰川 永城市第十一小学 爱护眼睛  保护视力 212750397 

398 祁永丽 固始县复兴学校 在党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212750398 

399 胡友理 固始县高级中学 文明礼仪伴我行 212750399 

400 焦文韬 河南省实验中学 厉行节约，杜绝浪费 2127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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