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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教育局、开发区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市属事

业及各民办学校： 

    根据《郑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0年度郑州市教育信息化优

秀成果奖申报工作的通知》（郑教明电〔2020〕176 号）精神，郑

州市教育局开展了 2020年郑州市优秀教育电视节目征集活动。 

本次活动全市共收到 280个教育电视节目，经专家集中评审，

共评出郑州市优秀教育电视节目一等奖 10个，二等奖 35个，三

等奖 50个。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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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批 

盖章 
王巨涛 

郑州市教育局 

关于公布 2020 年郑州市优秀教育电视节目 

评审结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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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0年郑州市优秀教育电视节目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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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0 年郑州市优秀教育电视节目获奖名单 
 

证书编号 奖项 作品名称 作者单位 作者 

2020D001 一等奖 美之绽放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郭仲琪 

2020D002 一等奖 最好的我们 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 程通  白亚辉  陈朝勇 

2020D003 一等奖 暴风雨后的彩虹 郑州市第七初级中学 任俊宇  王雅轩  于岚 

2020D004 一等奖 校园一角——创业集市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黄译元  雷龙飞  蔡佳佳 

2020D005 一等奖 郑州市金融学校复学行动指南 郑州市金融学校 孙启威  任志响  钱亮 

2020D006 一等奖 食安瑞锦 经开区瑞金小学 杨涛  陈绍花  金广元 

2020D007 一等奖 听我说谢谢你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中学 张源鸣  朱晓瑞  刘雅君 

2020D008 一等奖 《我爱你中国》校园 MV 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学校 王曦文 姚远 刘琛 

2020D009 一等奖 数字教材让张玉滚老师的扁担永远“下岗” 郑州教育电视台 孟丹 梁亚彬 

2020D010 一等奖 如何避开结项报告的“雷区” 郑州教育电视台 秦楠 张五敏 胡远明 

2020D011 二等奖 幸福的童年在这里 登封市嵩阳实验幼儿园 霍艳娜 

2020D012 二等奖 高新区实验小学“小凤凰”积极行为规范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小学 史春霞 

2020D013 二等奖 南关小学校园电视台——追梦 管城区南关小学 孙立 

2020D014 二等奖 寻访战疫中的最美劳动者——战疫中的白衣天使 惠济区开元路小学 杨亚荣 

2020D015 二等奖 一个人的舞蹈 金水区金桥学校 冯予超 

2020D016 二等奖 小口罩 金水区四月天小学 李秧逸 李甜逸 

2020D017 二等奖 探秘中央厨房、卫星厨房 金水区纬五路第二小学 吕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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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D018 二等奖 六年级毕业离校课程 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 何听雨 王群强 王晓晓 

2020D019 二等奖 全民反恐·共筑平安 经济技术开发区瑞锦小学 陈绍花 

2020D020 二等奖 争做遵守交规好少年 经济技术开发区瑞锦小学 金广元 

2020D021 二等奖 教师的一天——教师节表彰大会暖场视频 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一学校 黄贯鹏 

2020D022 二等奖 天书无垠 师者无疆 荥阳教育电视台 蒋红凯 王志峰 宋婷 

2020D023 二等奖 幸福守望者 荥阳教育电视台 蒋红凯 王志峰 张娜 

2020D024 二等奖 如约而至•学子归来 郑东新区河南大学附属学校 田言辉 牛丹 王蕊 

2020D025 二等奖 从“心”出发 用心关爱 郑东新区昆丽河小学 李妍瑶 贾婉秋 张媛 

2020D026 二等奖 拉起你的手 用爱渡难关 郑东新区龙子湖小学 卢彦 刘霞 杜朝晖 

2020D027 二等奖 郑东新区外国语中学新冠疫情期间返校复课演练 郑东新区外国语中学 刘林 费春芬 刘洋 

2020D028 二等奖 疫情防控我们是认真的！ 郑州市第八十五中学 戴兴华 

2020D029 二等奖 风雨十载 绿茵之梦 郑州市第八十五中学 黄文韬 

2020D030 二等奖 我和我的祖国 郑州市第九中学 张莹 沈小军 张旭臣 

2020D031 二等奖 高三复学第一天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梁新圣 程智 丁宇航 

2020D032 二等奖 我们的生物实验课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丁宇航 梁新圣 程智 

2020D033 二等奖 灰飞烟灭校园禁烟故事片 郑州市第七十一中学 王曦 

2020D034 二等奖 开学十二时辰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郭荣芳 艾力卡木 萨拉木 

2020D035 二等奖 美之追问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郭仲琪 

2020D036 二等奖 五十七中的蔷薇花开了 郑州市第五十七中学 云志明 王耀楼 王泽宇 

2020D037 二等奖 郑州市金融学校快闪我和我的祖国 郑州市金融学校 孙启威 杨允铭 王柯杰 

2020D038 二等奖 折翼的天使-在这里插上梦想的翅膀 郑州市金融学校 任志响 王柯杰 钱亮 

2020D039 二等奖 疫情下的爱心传递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张影 杨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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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D040 二等奖 一八餐厅防疫纪实 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学校 王曦文 张书杰 姚远 

2020D041 二等奖 逢考必胜活动快剪 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学校 王曦文 佟欣 张雨霁 

2020D042 二等奖 我的“毕业绘本” 中牟县城东路小学 李志华 韩喜红 刘小杰 

2020D043 二等奖 当雪与水相遇 中原区华山路小学 侯东娜 

2020D044 二等奖 拥抱新时代 争做好队员 中原区华山路小学 谢炜 

2020D045 二等奖 畅想足球梦 中原区汝河新区小学 张帆 

2020D046 三等奖 东华镇互联网+双师课堂实践成果宣传片 登封市东华镇中心小学 王宇超 

2020D047 三等奖 迎着风 二七区大学路第二小学 季伟杰 

2020D048 三等奖 我的课间我做主 二七区陇西国际城小学 刘慧 高发旺 谢天 

2020D049 三等奖 二七区培育小学：不忘初心——缔造新生命的精神特区 二七区培育小学 曹舒展  

2020D050 三等奖 太阳当空照 我们爱学校 二七区水磨小学 曹悦 

2020D051 三等奖 平凡天使 二七区政通路小学 孟琳 

2020D052 三等奖 南关小学复学演练 管城回族区南关小学 孙立 

2020D053 三等奖 “画”说数学——年月日 管城回族区南关小学 申银强 

2020D054 三等奖 各美其美 美在小刘东 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小刘东小学 高京 

2020D055 三等奖 校园 MV听我说谢谢你 管城回族区站马屯小学 张源鸣  

2020D056 三等奖 致敬最美逆行者，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管城回族区站马屯小学 苏晓萌 

2020D057 三等奖 孩子们的偶像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中学 李园园  吕伟亚  李俊杰 

2020D058 三等奖 多彩“悦”读 惠济区实验小学 侯明璐 石廷廷 

2020D059 三等奖 惠济区实验小学同唱一首歌 惠济区实验小学 崔显元 王影 郑丹丹 

2020D060 三等奖 惠济区实验小学开学第一课 惠济区实验小学 李向辉 崔显元 郑丹丹 

2020D061 三等奖 危险的谎言 金水区第一幼儿园 刘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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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D062 三等奖 少年中国说 金水区凤凰双语小学 李靖 

2020D063 三等奖 农业路小学用餐习惯养成教育 金水区农业路小学 赵丹 

2020D064 三等奖 抗疫小榜样 金水区四月天小学 郭锦烁 

2020D065 三等奖 暖小娃复学指南一日常规 金水区纬五路第二小学 张亚龙 

2020D066 三等奖 2020届毕业季 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南校区 王鹏 

2020D067 三等奖 校园新闻广播 经济技术开发区锦龙小学 靳晓博 王惠莹 朱玉杰 

2020D068 三等奖 郑州十一学校九年级返校复学演练流程 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一学校 黄贯鹏 

2020D069 三等奖 骄傲的少年——郑州十一学校九年级毕业季 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一学校 黄玉笛  

2020D070 三等奖 新学期 我想说 新郑市仓城小学 周智勇 

2020D071 三等奖 春风十里不如运动的你 新郑市仓城小学 王智君 

2020D072 三等奖 
少年复学日 梦想启航时——市直小学学生返校复学话题采

访纪实 
新郑市市直小学 刘欢 赵蕾 

2020D073 三等奖 悦读新思想 奋进新时代 新郑市新华路小学 宋丹丹 沈翠翠 

2020D074 三等奖 春暖花开日 相逢美好时 新郑市新华路小学 王丹 宋丹丹 

2020D075 三等奖 教师微言 荥阳市第八小学 刘金艳 梁丹丹 吕雅净 

2020D076 三等奖 回到未来校歌 郑东新区商鼎路第一小学 杨一舒 白文婷 梁爽 

2020D077 三等奖 郑州冠军中学德育教育片 郑州冠军中学 吴帅 

2020D078 三等奖 带你去龙中 MV 郑州龙湖一中 刘晗  

2020D079 三等奖 我和我的祖国 郑州市第八中学 岳春成 

2020D080 三等奖 The Vision of 魅力九中 郑州市第九中学 杨武梦 万平平 张旭臣 

2020D081 三等奖 筑梦•远航 郑州市第六十九中学 毛亚宾 

2020D082 三等奖 郑州七中智慧大脑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梁新圣 丁宇航 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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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D083 三等奖 你好，青春 郑州市第三十四中学 牛丽娟 张学超 

2020D084 三等奖 和你一样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戈舒羽 吴亚桐 姚宁 

2020D085 三等奖 因为有你-我便繁花似锦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艾力卡木 苏比伊努尔  

郭荣芳 2020D086 三等奖 逛吃小火车——植物园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黄译元 雷龙飞 蔡佳佳 

2020D087 三等奖 我和我的祖国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李芳 梅贺桐 

2020D088 三等奖 爱给我们最好的未来 郑州市实验小学 李湘豫 

2020D089 三等奖 细菌和病毒 郑州一中国际航空港实验学校 张红星 

2020D090 三等奖 防疫小视频 84消毒液 郑州一中国际航空港实验学校 刘点点 

2020D091 三等奖 垃圾分类与投放 中牟县滨河路小学 邢培 白倩倩 张立 

2020D092 三等奖 与你同在 中牟县晨阳路学校 李志刚 朱慧敏 舒会桐 

2020D093 三等奖 善立校园 和润桃李 中牟县城东路小学 徐军正 刘华 胡志伟 

2020D094 三等奖 百花香里喜回归，手挽春风悦美好 中原区西悦城第二小学 岳峻巍 

2020D095 三等奖 郑上路第二小学庆祝祖国母亲 70华诞快闪活动 中原区郑上路第二小学 贾伟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