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大学第三十一届“4·22 地球日系列活动”校级获奖名单

新鲜出炉！ 

新闻作者：张艳欣 康雪 

承百年峥嵘岁月，守万代绿水蓝天。为鼓励广大学生熟知环保的重要性并将其渗入到生

活中，由河南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共青团河南大学委员会主办，河南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承办的“‘球’生之路——4.22地球日系列活动”开展了线上作品征集活动，我校全体学生

踊跃参加，交出了一大批优秀有创意的作品。 

经过层层选拔，最终选出具有较高艺术性、文化性及观赏性的作品。各类获奖作品紧扣

主题，体现了青年大学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与历史使命感。现公布此次 4.22

地球日系列活动校级优秀作品名单： 

 

 同续生态绿——环保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一等奖 

学院 姓名 作品名称 

教育学部 吉紫瑶 只此青绿 

文学院 赵倩 守河大百年峥嵘，护地球万古长青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张名利 百年征途璀璨 绿水青山相伴 

二等奖 

学院 姓名 作品名称 

教育学部 胡艺颍 大河常奔涌，“小河”在行动 

化学化工学院 翁定悦 绿水丰涟漪，青山多锦绣 

教育学部 贾千姿 守护绿水青山，福泽千秋万代 

地理与环境学院 王佩珺 不负绿意不负卿 

地理与环境学院 赵玉珂 承黄河磅礴江水，守千秋生态文明 

欧亚国际学院 王涵 行环保事，续生态园 

新闻与传播学院 刘妍 百年又十·逐绿新时代 

三等奖 

学院 姓名 作品名称 

软件学院 张恒源 践行绿色理念  共建美好家园 

地理与环境学院 吴知宣 环保漫校园 

临床医学院 任智慧 生态建设，始终践行 

马克思主义学院 葛文锌 绿色之约，携手共进 

新闻与传播学院 赖晓阳 倾百年厚重之力，守地球点滴苍翠 

化学化工学院 孙殷玥 筑梦中国绿 



 

生态守护者——环保知识宣讲获奖名单 

一等奖 

学院 姓名 作品名称 

地理与环境学院 任俊英 刘笑音 任璇 王静雯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共筑地球

美丽家园 

文学院 
张海楠 陈雨露 闫矗 何浩宇 杨

淼  包羽凡 
共享一片蓝天 

化学化工学院 
陈江萍 刘念 刘思影 李佳敏 杨

虹 王晨雨 
世间浩瀚，生息与共 

二等奖 

学院 姓名 作品名称 

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 
梅坤豪 赵静 路医聪 陈瑢瑢 冯

艺阳 李雨涵 
环保 我们在路上 

教育学部 常静 侯杰 潘玉竹 秦珂欣 风清水绿天蓝，我们美丽的家 

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 周指洋 王潇冰 陈予恬 山水有礼 ， 文明不息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冰琪 程诺 周晨 李文艳 李浩

杰 刘博文 
别无他“球”，“为”蓝天空 

护理与健康学院 
孟正阳 丁嘉慧 徐彤彤 陈洋 王

鑫雨 
看百年河大，守绿水青山 

口腔医学院 
胡税捐 葛冰倩 陈相田 谢睿霖 

许琛祺 

倾听“它”的委屈，守护绿色

家园 

地理与环境学院 连幸音 任梦依 赵露露 艾菁菁 绿之境，生之源 

三等奖 

学院 姓名 作品名称 

材料学院 
宋丽媛 陈子洋 李宣萱 武钊颖 

侯雪真 朱铭 

承水清镜明之景 守万代澄碧

之空 

法学院 李瑞华 践行环保，花果满蹊 

药学院 孔明 河南大学——环境保护的有志者 

物理与电子学院 石金林 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软件学院 孙倩雨 “河”你共守“球”生之路 

优秀奖 

学院 姓名 作品名称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龙笑天 
“球”之理——河南大学“球”生之路 4·22地球

日系列活动之我见 

药学院 胡杨 同续生态绿，事关你我他 

人工智能学院 校荣慧 蓝天之下，万物蓬发 

法学院 李世加 打造生态格局，贡献河大力量 

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 梁梦丹 黄河水，流出明德新民的脉络 

新闻与传播学院 邢嘉欣 承百年峥嵘岁月，守万代绿水蓝天 

临床医学院 徐坤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法学院 胡培豪 环保是一种习惯 



口腔医学院 
杨宁宁 郭欣鸽 张婧 张珂影 吴

霜月 
让绿色蔚然成风 

教育学部 宋欣蓉 谭婉馨 李颖颖 以拳拳之心，护滔滔之河 

教育学部 刘欢欢 韩笑婷 秉承百年风华 不负绿水青山 

地理与环境学院 叶灵芝 李梦晴 只有一个地球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丹婷 梁浪 杨格格 张景雯 薛

李想 

听河大故事，做黄河生态守护

人 

化学化工学院 付李铭 翁定悦 张诗雨 廖群林 环保与我同行，创建绿色校园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佳楠 郭婧雯 王迪 马雯 李迎

睿 
美丽地球狂想曲 

药学院 石晶晶 尤梦瑶 孟世龙 环保守护者——环保知识宣讲 

法学院 刘龙雨 环保在你身边 共创绿色家园 

优秀奖 

学院 姓名 作品名称 

护理与健康学院 侯泠竹 张苗 杨梦慧 周其旭 
珍惜海洋资源，造福子孙后

代。 

化学化工学院 
姬紫玉 刘娇 邓知鸿 姚佳蓉 李

艳 孙云菲 
未来，在我们手中 

物理与电子学院 王凯歌 杜森 李晴 陈慧娟 环保人人有责 

临床医学院 孙晨 保护地球，珍爱环境 

临床医学院 谭聪 环保知识科普 

临床医学院 孟圆 保护黄河，千秋大计 

药学院 李双 了解生活垃圾 

擘画生态景——环保作品征集获奖名单 

一等奖 

学院 姓名 作品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晗 你我共携手，世界更美丽 

化学化工学院 罗英华 刘娇 邓知鸿 我“门” 

欧亚国际学院 李恩颖 环保——河南大学南门剪拼画 

二等奖 

学院 姓名 作品名称 

材料学院 宋丽媛 北依千年铁塔的百年名校 

软件学院 陈暄 弃以往之劣行，迎绿色之生态 

人工智能学院 刘洪瑞 叶倩 Henu植物贴画 

濮阳工学院 孙畅 河大最美——手抄报 

教育学部 原浩 简雨晴 花点时间 

地理与环境学院 郭佳欣 护绿行动 

教育学部 张钰 住在口罩里的春天 

三等奖 

学院 姓名 作品名称 

美术学院 王家旭 “球”生之路系列海报 

美术学院 林涵 天水一色 



地理与环境学院 卫佳怡 梅心悦 五彩世界 

临床医学院 孙梦瑶 低碳节能，从我做起 

软件学院 袁诗涵 爱护地球，共生共存 

护理与健康学院 李大珍 樊飒薇 冯钰娟 大河树 

新闻与传播学院 赵可扬 地球日 

法学院 李子璇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化学化工学院 郑红霞 守护海洋之心 

临床医学院 谢梦雨 地球日 

优秀奖 

学院 姓名 作品名称 

临床医学院 莫成瑞 呵护幼苗 

濮阳工学院 胡田甜 马菲洋 花开富贵 

教育学部 陶浩杰 竹制笔筒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杨微 守护地球——我们唯一的家园 

口腔医学院 胡税捐 许琛祺 陈相田 倡环保之风，展河南大学风采 

 

云朵收集者——摄影作品征集获奖名单 

一等奖 

学院 姓名 

地理与环境学院 高凯琳 

法学院 黄家琦 

迈阿密学院 李佳祺 

二等奖 

学院 姓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潘韵洁 

地理与环境学院 杨子涵 

药学院  李文雅 

护理与健康学院 李艺冉 

法学院 张俪馨 

地理与环境学院 叶灵芝 

护理与健康学院 马郑意 

三等奖 

学院 姓名 

法学院 张琪 

口腔医学院 刘艺 

口腔医学院 荆亚灏 

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 吕钰婷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唐艺菡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杨微 

人工智能学院 宁彩霞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力尹 



药学院  伍尧浩 

护理与健康学院 李佳妮 

优秀奖 

学院 姓名 

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 吴芳 

国际教育学院 赵艺菲 

马克思主义学院 林程圆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孟俊明 

护理与健康学院 丁嘉慧 

人工智能学院 刘泽华 

人工智能学院 陈佳思 

迈阿密学院 王怡茹 

美术学院 闫莹颖 

材料学院 胡帅杰 

 

本届“‘球’生之路——4.22地球日系列活动”丰富了活动内容，旨在普及生态文明理

念，提高河大师生对现有环境问题的认知，唤醒其保护家园的意识，从而促进河大师生一同

携手为保护地球投资，在学生中掀起环境保护的浪潮，为国家战略实施贡献力量，更展现出

百年河大历久弥新的时代精神，不断解放思想，创新办学思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质

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战略的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