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件

2020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品牌

序号 学校 品牌名称 主要成员

1 郑州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培

训学校

刘超、党敬川、高昂、

于苏静、王晓颖

2 郑州大学 红色基因研学传承班
谭 宇、时延春、赵 颖、

胡树飞、蔡 潼

3 河南大学
“学而思•政能量”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短剧大赛

石峰可、任东景、张枫

林、王志永、尚红利

4 河南大学 学“习”工作站
王明钦、田歧立、王玉

珍、郭 淼、李 洋

5 河南农业大学 二十四节气弘农爱国育人工程
李成吾、马 菲、魏玮 王

娟、张心晨

6 河南农业大学 劳动党课
李建群、杨青华、刘全

军、程长征、李晶

7 河南师范大学
“希望之音•青年加油站”实践

育人平台

蒋晋光、王小君、张旗、

刘建丽

8 河南师范大学 基本技能大赛实践育人工程
王宏伟、张迪、陈辉、刘

路亚、刘怡捷

9 河南科技大学 学生党员“i志愿”服务平台
张甜甜、马志毅、赵争

艳、徐波波

10 河南理工大学
“特别能战斗”红色基因传承

育人工程

刘春德、许文立、王少

辉、徐海涛、裴建伟

11 河南理工大学 “氧心阁”成长辅导站
王瑞瑞、许荣梅、王思

思、杨金花

12 河南工业大学 “信仰”育人工程
周芳、钟月双、梁艳、

杨繁、许森

13 河南工业大学 “筑梦”实践育人工程
李刚、王影、王鹏、李

振宇、孙玉涵

14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贸小微”学生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平台
许薇薇、田红彬、李陶

15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华小水”示范团
曹 震、王艳艳、王晓晓、

王 珂、靖金亮

16 河南中医药大学 “仲景”硕博志愿服务团
蒋时红、刁青蕊、高剑

锋、张静、赵怡楠

17 河南中医药大学 初心学习社
张会萍、曹猛、郭伦、

张梦露、李泉豫

18 郑州轻工业大学 志愿服务育人工程
张志坚、贾菁菁、袁杰、

刘磊、刘欣



19 郑州轻工业大学 “Find Me”进阶式铸心工程
姚少华、陈章美、张云

超、陈莉洁、孙沛涵

20 信阳师范学院 博士思政大讲堂
吴志伟、岳宗德、王建

旭、李中杰、邓耀辉

21 新乡医学院 “传承红色基因”思政大讲堂
于晓欢、张昌强、翟国

栋、王玉强、黄凯

22 新乡医学院
“思政杯”主题实践教学展演

平台

戎华刚、冯秋季、刘红、

王雪、张琳

23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行走课堂•情境育人”融合计

划

张新红、杨佳怿、徐佳

佳、杜悦、张怡静

24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航空文化育人工程

赵兵、刘凯亚、多士平、

曹迎军、顾周东

25 中原工学院 百名领导干部同讲理想信念
赵水根、张东伟、曲光

华、陆俊杰、毕明理

26 河南科技学院
“弘开玉局，永固金瓯”国情

国史教育工程

黄瑞新、李晓愚、魏双

锋、刘中元、王冰蔚

27 安阳师范学院 甲骨文文化基因根植青年心灵
时 斌、王 铮、刘国英、

张 平

28 南阳师范学院 大手牵小手志愿服务
雷波、陈帅、边柳、胡

娟、刘彦岐

29 洛阳师范学院 龙门诗会
宋文献、严涛、钱越、

李姗姗、付帅

30 商丘师范学院
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品牌集群建

设

李辉、王夕闻、张文英、

司永海、任婷婷

31 周口师范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的思政工作“四

维”立方体

彭榕、崔静、范宏、高

楠、郭笑鸽

32 周口师范学院
“双引擎五结合”高校实践育

人工作新模式

杨甜甜、张少辉、曾振

华、刘洋、周鑫

33 许昌学院 “13568”党建育人模式
郭涛、肖绍俊、黄高锋、

吴飞、赵红玲

34 河南警察学院 公安思政“特别课堂”
马海松 陈玲玲 王朝辉

曹智荣 徐 庆

35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六位一体”思政育人体系
杨志清、杨 莉、王 森、

李 欣

36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互联网+”新时代青年爱国主

义工程

赵安勇 赵贺然 高凤阳

杨增光 马永生

37 河南工学院
“薪火明德”志愿服务育人工

程

许振兴 张希玲 孙夏夏

李晶晶 吴楠

38 平顶山学院 国鼎知行社会实践活动
王刘涛 王利军 孔思懿

蔡溪溪 盛成建

39 安阳工学院 “1314”思想政治育人工程
王振宇、王斐、戴晓明、

王伟、康博

40 南阳理工学院 卓越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
郑丽伟、张伟、葛晨光、

彭民工、姜金林



41 南阳理工学院
“两微一端”网络思政育人平

台建设

肖邓华 段亚楠 刘庚

高芳放 田进军

42 新乡学院 百名辅导员大家访活动
郭贵中、李秀霞、叶喜

民、田亮、杜林阳

43 信阳农林学院
“艺术飞扬”系列思政工作品

牌

胡莹莹 魏薇 孙琳苒

李美萱 杨丽娜

44 信阳农林学院 “牧医红专”育人工程
刘纪成 黄立 张广强

刘容序 张喜文

45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书香假期·悦读分享”
周春辉 苏炜 吕村 王

运涛 谭笑风

46 郑州科技学院 “三铸”育人工程
王世军 卢乙贵 侯帅

赵远朋

47 商丘工学院 “五微”网络育人平台
王峰 曹红霞 徐满想

陈明 方珂珂

48 郑州商学院 “三位一体”实践育人工程
张党诺、董自稳、仇小

蕊、杜晓丛、杨秋玲

49 郑州商学院 爱国主义育人工程
裴晓涛、路程、张鹏、

付焕然、王颖璇

50 信阳学院 “心灵使者”工作坊
余婷婷、张晶晶、宋川

川

51 信阳学院 领航青春社团文化育人工程
郑山峰 王红 徐媛 张

翰文

52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

学院

“党旗引领 朋辈辅导”学生素

质提升工程

索岩 朱泰隆 叶娅 秦

川 李娟 谷玉玲

53 黄河交通学院 黄河讲坛
杨行炜 张岐山 杨力

闫思洁 刘瑞峰

54 郑州西亚斯学院 住宿书院制育人模式
马建生、李华峰、许圣

道、白萌、卢鹏飞

55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

学校

“匠心筑梦”—电力工匠思政

育人工程

刘广凯 周明霞 黄鹏

史航 程欣

56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新媒体“3+3+3”网络思政育人

工程

董媛、郭晓斌、娄亚奇、

张岩、代红涛

57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列车书吧”思想领航工程

高文天 褚云鹤 郭昱漾

冉艳芳 李旸

58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

学院
滴水精神培基育人工程

李聪、耿风、郝黎闻、

蒋晓絮、拜可

59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红色记忆工作坊

马小兵 王超 杨爽 袁

贤 杨纪争

60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领航系扣”工程
张建明 韩培庆 夏维华

郭婧婧 郭志星

61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明德尚行”全景文化

赵学峰 赵书亚 叶展刘

颖 马雪刚

62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愚公移山精神传承工程
姜小军 李滟 刘红旗

李冬梅 翟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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