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思政函〔2021〕353 号 

 

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办公室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举办“红动中原 百部电影进课堂”——

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思政课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按照中央、省委关于庆祝建党 100 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安排部署，省委宣传部、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河南广播电

视台联合开展了“100 部电影进课堂”和“红动中原 跨越时空的

思政课”——河南省高校学生参演革命电影微视频展播活动。根

据活动安排，拟于 6 月 18 日以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思政课的形式举

办集中汇报展演。现将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红动中原 百部电影进课堂”——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思政

课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省委宣传部、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河南广

河南省 教育 厅 处室函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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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电视台 

承办单位：郑州大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广播电视台

新闻部 

三、活动时间 

2021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五）19：00-20：30 

四、活动地点 

郑州大学南校区（郑州市二七区大学北路 75 号）学习堂 

五、参加人员 

1.省委高校工委负责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的 45 所高校分

管校领导 1 人，党委宣传部长 1 人，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1 人，

团委书记 1 人（见附件 1）； 

2.百部红色经典电影剪辑比赛、百部原创微电影、短视频比

赛、“红动中原 跨越时空的思政课”——河南省高校学生参演革

命电影微视频展播获奖高校分管校领导 1 人，党委宣传部长 1 人

（见附件 2、3、4）。 

六、相关事宜 

1.请参加现场活动各高校于 6 月 17 日 10：00 前，将报名回

执（见附件 5）发送到指定邮箱。 

2.汇演定于 6 月 17 日、18 日两天进行节目联排，请河南农

业大学、河南警察学院、郑州西亚斯学院、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做好参演师生相关保障工作，确保联排及正式

演出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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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获奖高校每校安排 1 人于 6 月 18 日 16：00 前到达会场。 

4.根据学校疫情防控要求，若带车前往，每校限乘 1 辆车。

活动期间各高校参会人员食宿自理，如需住宿，请提前与郑州大

学联系。 

5.本次活动将全程进行线上直播，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按时

组织师生收听收看。观看方式：关注“豫教思语”微信公众号，

点击菜单栏【直播专题】，进入“百部电影进课堂”页面进行观看。 

 

“豫教思语”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6.各高校 6 月 25 日前以图片+文字形式提交组织观看情况

（包括组织形式、观看人数、师生反响等内容），报送到指定邮箱。 

郑州大学联系人：陈爽，15536388994（同微信） 

省教育厅思政处联系人：郑燕辉，0371-69691982 

电子邮箱：junweiz@zzu.edu.cn 

 

附件：1.省委高校工委负责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的 45 所

高校名单 

2.百部红色经典电影剪辑比赛获奖名单 

3.百部原创微电影、短视频比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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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红动中原 跨越时空的思政课”——河南省高校

学生参演革命电影微视频展播获奖名单 

5.报名回执 

 

 

 

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办公室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5 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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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省委高校工委负责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的 

45 所高校名单 
序号 高校名称 属地 备注 

1 郑州大学 郑州 

省管本科院校（16 所） 

2 河南农业大学 郑州 

3 河南工业大学 郑州 

4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郑州 

5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郑州 

6 河南中医药大学 郑州 

7 郑州轻工业大学 郑州 

8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郑州 

9 中原工学院 郑州 

10 河南开放大学 郑州 

11 河南工程学院 郑州 

12 河南警察学院 郑州 

13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郑州 

14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郑州 

15 郑州师范学院 郑州 

16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郑州 

17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 

省管专科院校（9 所） 

18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郑州 

19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郑州 

20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郑州 

21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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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河南轻工职业学院 郑州 

23 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郑州 

24 河南地矿职业学院 郑州 

25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开封 

26 黄河科技学院 郑州 

民办本科院校（9 所） 

27 郑州科技学院 郑州 

28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郑州 

29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郑州 

30 郑州商学院 郑州 

31 郑州工商学院 郑州 

32 郑州经贸学院 郑州 

33 郑州财经学院 郑州 

34 郑州西亚斯学院 郑州 

35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郑州 

民办专科院校（11 所） 

36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 

37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郑州 

38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 

39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郑州 

40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郑州 

41 郑州理工职业学院 郑州 

42 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 郑州 

43 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 郑州 

44 郑州体育职业学院 郑州 

45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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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百部红色经典电影剪辑比赛获奖名单 
一、获奖作品（50 部，按评审分数排序） 

序号 素材电影 报送学校 获奖等级 

1 《青春的榜样》 河南理工大学 一等奖 

2 《我和我的祖国》 南阳理工学院 一等奖 

3 《焦裕禄》 郑州师范学院 一等奖 

4 《永不消逝的电波》 郑州大学 一等奖 

5 《野火春风斗古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一等奖 

6 《上甘岭》 商丘师范学院 一等奖 

7 《百团大战》 河南师范大学 一等奖 

8 《惊涛骇浪》 信阳师范学院 一等奖 

9 《炮兵少校》 周口师范学院 一等奖 

10 《决胜时刻》 黄淮学院 一等奖 

11 《百年征途》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二等奖 

12 

《战狼 2》《建国大业》《建

军大业》《建党伟业》《百团

大战》《决胜时刻》《我和我

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安阳学院 二等奖 

13 《我和我的祖国》 南阳师范学院 二等奖 

14 《刑场上的婚礼》 黄河科技学院 二等奖 

15 《红旗所指，心之所向》 新乡学院 二等奖 

16 《红海行动》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二等奖 

17 《丹心沃中华》 河南大学 二等奖 

18 《建军大业》 郑州经贸学院 二等奖 

19 《开国大典》 南阳理工学院 二等奖 

20 《智取威虎山》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二等奖 

21 《高山下的花环》 郑州大学 二等奖 

22 《闪闪的红星》 信阳师范学院 二等奖 

23 《惊天动地》 焦作大学 二等奖 

24 《我和我的家乡》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5 《十八洞村》 开封大学 二等奖 

26 《邓小平》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7 《焦裕禄》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三等奖 

28 《建党伟业》 南阳理工学院 三等奖 



 — 8 — 

29 《建党伟业》 郑州师范学院 三等奖 

30 《风暴》 郑州大学 三等奖 

31 《共和国不会忘记》 郑州大学 三等奖 

32 《冰山上的来客》 郑州大学 三等奖 

33 《哀鸿满城血，一念救苍生》 新乡学院 三等奖 

34 《横空出世》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三等奖 

35 《我和我的家乡》 黄淮学院 三等奖 

36 《我和我的祖国》 郑州工商学院 三等奖 

37 《为了心中的一抹红》 南阳师范学院 三等奖 

38 《铭记历史 牢记五四精神》 郑州财经学院 三等奖 

39 《建军大业》 郑州师范学院 三等奖 

40 《建党伟业》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1 《恰同学少年》 河南大学 三等奖 

42 《老兵新传》 信阳师范学院 三等奖 

43 《百年峥嵘，恰少年》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三等奖 

44 
《百年青春从未老去，归来

仍是翩翩少年》 
河南师范大学 三等奖 

45 《一寸山河一寸血》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三等奖 

46 《共产党人的初心》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7 《我和我的祖国》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三等奖 

48 《邓稼先》 南阳理工学院 三等奖 

49 《建党伟业》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三等奖 

50 《建军大业》 周口师范学院 三等奖 

 二、优秀组织单位（10 所） 

郑州大学、信阳师范学院、南阳师范学院、黄河科技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南阳理工学院、黄淮学院、新乡学院、郑州工程

技术学院、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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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百部原创微电影、短视频比赛获奖名单 
一、获奖作品（50 部，按评审分数排序） 

序号 作品名称 报送学校 获奖等级 

1 《秀美郝堂—茶香里的婉约》 郑州大学 一等奖 

2 《无畏》 南阳师范学院 一等奖 

3 《记得》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一等奖 

4 《黄河故都百年变迁》 商丘师范学院 一等奖 

5 《丹青传道，墨守初心》 周口师范学院 一等奖 

6 《花开远方缓缓归》 河南开放大学 一等奖 

7 《东方红：一拖记忆》 洛阳师范学院 一等奖 

8 《“特别党员”索良民》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一等奖 

9 《信仰的力量》 黄河科技学院 一等奖 

10 《墙》 信阳师范学院 一等奖 

11 《太行画家村—艺术助推乡村振兴》 安阳工学院 二等奖 

12 《科技扶贫路，久踏自成蹊》 河南科技大学 二等奖 

13 《党耀我心—李家庄脱贫记》 新乡学院 二等奖 

14 
《三任书记齐接力，一张蓝图绘到

底》 
河南师范大学 二等奖 

15 《行走在教育的路上》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二等奖 

16 《谁不说俺家乡中（一）》 河南工业大学 二等奖 

17 《豫东人家》 中原工学院 二等奖 

18 《向新时代报告》 郑州师范学院 二等奖 

19 《人民胜利渠的故事》 郑州大学 二等奖 

20 《我的太姥姥刘金娥》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二等奖 

21 《特别能战斗》 河南理工大学 二等奖 

22 《乡村仍有读书声》 信阳师范学院 二等奖 

23 《群山环绕的石头村》 黄河科技学院 二等奖 

24 《烽火赤子心 殷殷教育情》 周口师范学院 二等奖 

25 《“疫者”·医者》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二等奖 

26 《屋头旧事》 洛阳师范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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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的家》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三等奖 

28 《红色新密》 黄河科技学院 三等奖 

29 《三代守护焦桐的老党员魏善民》 黄河科技学院 三等奖 

30 《等春天》 南阳理工学院 三等奖 

31 《星星之火》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三等奖 

32 《老红军—李发南同志微纪录片》 平顶山学院 三等奖 

33 《初心》 商丘师范学院 三等奖 

34 《歌唱祖国》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三等奖 

35 《永远的丰碑》 洛阳师范学院 三等奖 

36 《青春与党 向阳同行》 郑州大学 三等奖 

37 《村中城：南街村振兴之路》 郑州大学 三等奖 

38 
《扁担精神肩上挑 乡村振兴路上

跑》 
安阳工学院 三等奖 

39 《红色许湾》 郑州经贸学院 三等奖 

40 《小画笔绘就大梦想》 郑州经贸学院 三等奖 

41 《历史记忆的承袭者》 郑州大学 三等奖 

42 
《青春心向党—庙荒村脱贫攻坚纪

实采访录》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三等奖 

43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学党史 听党话 跟党走》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三等奖 

44 《My homeland 》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三等奖 

45 《豫见五陵》 商丘师范学院 三等奖 

46 《我在茶乡等你来喝茶》 信阳师范学院 三等奖 

47 《传承》 河南理工大学 三等奖 

48 《用三种身份致敬党员标准》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三等奖 

49 《我想对你说》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0 《环保你我他》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三等奖 

 二、优秀组织单位（10 所） 

郑州大学、河南理工大学、信阳师范学院、中原工学院、商

丘师范学院、黄河科技学院、周口师范学院、郑州师范学院、郑

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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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 

  

“红动中原 跨越时空的思政课”—— 

河南省高校学生参演革命电影微视频展播 

获奖名单 
  

一、最佳故事呈现奖 

河南农业大学：《建党伟业》 

河南警察学院：《任长霞》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建军大业》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半条被子》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湘江之战》 

河南理工大学：《长征》   

郑州师范学院：《洪湖赤卫队》 

二、最佳艺术表现奖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红色娘子军》 

郑州西亚斯学院：《焦裕禄》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古田军号》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风暴》 

黄河科技学院：《上甘岭》 

商丘师范学院：《淮海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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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佳思政点评奖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遵义会议》 

洛阳师范学院：《大会师》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建国大业》 

郑州大学：《英雄儿女》 

河南工业大学：《英雄儿女》 

河南科技大学：《八七会议》 

四、最佳活动组织奖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刑场上的婚礼》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重庆谈判》 

许昌学院：《恰同学少年》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青春之歌》 

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江姐》 

郑州轻工业大学：《孔繁森》 

漯河职业技术学校：《风云1921》 

郑州工商学院：《烈火中永生》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狼牙山五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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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报  名  回  执 
  

学校：                            填表人：                 联系方式：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车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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