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大学第三届 “我用英语来上课”英语微课大赛获奖名单 

  备注说明： 

    微课大赛所有获奖团队的成员均将获得由组委会颁发的获奖证书，特

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团队还将分别获得 3000 元、2000 元、1000 元的奖

金，请获得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的团队负责人向本院英语文化节联络

员提供本人的工商银行账号，开户行须在开封。 
序号 学院 作品名称 成员 1 联系方式 成员 2 成员 3 成员 4 成员 5 总成绩 奖项 

1 外语学院 
Compari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grammar features 
于洋 15736872038 桂佳 黄庭晓 李猛 

 
96.44 特等奖 

2 环境与规划学院 What is urban color 刘璐 15736873177 
    

95.56 特等奖 

3 教育科学学院 The 3w of learning transfer 张亚林 13223788397 张闻闻 贾艳丽 李亚坤 
 

95.39 特等奖 

4 欧亚国际学院 大数据时代 兰旭宁 15836902567 李月 孟晨阳 林子豪 宋朝 95.11 一等奖 

5 国际教育学院 Broken Windows Theory 周明朝 13017575235 贾涵格 惠乐平 姚兴宇 杨天伦 94.22 一等奖 

6 文学院 剑桥诗魂--拜伦和徐志摩 丁斯佳 17839228510 桂佳 乐妍 戚安琪 许云瀚 94.17 一等奖 

7 医学院 Watch out your cat 李芳 18737815633 戈鹏珍 高阳 艾克丽亚 
 

93.22 一等奖 

8 护理与健康学院 Depression 王昊 17839221104 任杰 金梦 
  

93.00 一等奖 

9 环境与规划学院 Earth's Environment Scale 李政委 17839221541 张晓萱 刘舒 王珏璠 韩昌行 92.83 二等奖 

10 经济学院 囚徒困了吗 施函廷 18623788690 曾懿禛 李卓旻 刘铭哲 
 

92.78 二等奖 



河南大学第三届 “我用英语来上课”英语微课大赛获奖名单 

序号 学院 作品名称 成员 1 联系方式 成员 2 成员 3 成员 4 成员 5 总成绩 奖项 

11 淮河临床学院 高血压 张俊伟 17839224303 赵甲维 汪亚南 孙双莉 黄炎清 92.28 二等奖 

12 教育科学学院 
The magic of clear 

mind--Mind up 
于静 17839222119 童子宜 张晓露 

  
91.94 二等奖 

13 医学院 蛔虫小课堂 陈韬羽 
 

钟光彩 赵昕阳 赵振 刘一博 91.83 二等奖 

14 文学院 戏东方 姜振广 17839228653 丁斯佳 聂倩汝 马凯 
 

91.78 二等奖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你不知道的马克思 陈姝彦 18236503731 梅宜芳 聂骠 陆凝 
 

91.78 二等奖 

16 新闻与传播学院 Montage 黄敏 18237809171 
    

91.67 二等奖 

17 外语学院 Origin of the starry week 侯淑君 17839228259 郑亚峰 谌倩颖 俞翠 
 

91.00 二等奖 

18 土木建筑学院 共享单车 张祎明 18638824160 曾超 杨莉莉 张艺苇 钟秋菊 90.89 二等奖 

19 欧亚国际学院 物流 刘嘉 18237881275 王睿涵 韩继友 
  

90.22 三等奖 

20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

院 
Social Psycholog 王梦龙 17839224519 杨澜 何政蓄 李逸群 刘宇晗 88.78 三等奖 

21 国际教育学院 机会成本 杨娇娇 15978553506 
    

88.67 三等奖 

22 化学化工学院 Ions Identification 何佳宸 13213986708 薛坤 刘雅洁 温悦 
 

88.22 三等奖 

23 经济学院 囚徒困境与纳什均衡 王馨舒 17839222602 张令 郭琰 杨倩 
 

88.11 三等奖 

24 化学化工学院 神奇的化学 孙新 18739969636 周铁文 李强伟 周卓奇 罗广生 87.89 三等奖 

25 软件学院 证件照的背景色替换 王振 13137805914 杨静 雷小飞 鲁祎 
 

87.50 三等奖 



河南大学第三届 “我用英语来上课”英语微课大赛获奖名单 

序号 学院 作品名称 成员 1 联系方式 成员 2 成员 3 成员 4 成员 5 总成绩 奖项 

26 淮河临床学院 神秘的东方医学 李晓宁 17839224119 霍秋译 张俊伟 付晶晶 王响 86.28 三等奖 

27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

院 
堂堂大讲堂 张冲 

 
张宁宁 崔佳丽 赵雅欣 邓珍珍 86.11 三等奖 

28 第一临床学院 平衡膳食 裴丽洋 18338400263 张子龙 
   

85.94 三等奖 

29 生命科学学院 ABO Blood Group 庞晶晶 13673527695 徐锦 李梦 孙钦隆 
 

85.28 三等奖 

30 历史文化学院 琴声悠悠 文化绵绵 郑爽 17839225877 刘洁 鲁莹 
  

85.00 三等奖 

31 护理与健康学院 Microbes and health 李阿谩 18736985525 张岳 郭矗 孙相洁 李志凌 84.78 三等奖 

32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How the computer store 

information 
刘璇 18738996385 刘舒 赵国浩 

  
84.56 三等奖 

33 新闻与传播学院 The spiral of silence 赵小芳 18236598733 
    

84.44 三等奖 

34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Cloudcomputing 张家帅 13017622237 庞博 刘云龙 

  
84.11 三等奖 

35 第一临床学院 Face to H7N9 Leisurely 罗宇淇 17839224326 范进峰 韩淑菊 刘飞 
 

84.11 三等奖 

36 民生学院 Phycological clss 刘江峰 18637894119 车婷婷 徐等第 刘锦 
 

83.61 三等奖 

37 物理与电子学院 摩擦纳米发电机 雷蕾 17839223593 许建 贾沛宇 赵梦洁 
 

83.39 三等奖 

3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刻板印象 杨莉莉 17839226160 王逸洁 张艺苇 张祎明 钟秋菊 83.33 三等奖 

39 生命科学学院 
Keeping the beauty of 

plants--plant specimens 
贾冠雅 17839222834 陈海霞 王贺 赵漫玉 马雯 83.17 三等奖 

40 商学院 当代传统文化 田芯 18595609610 钟竞立 张茜 陈智 
 

83.11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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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作品名称 成员 1 联系方式 成员 2 成员 3 成员 4 成员 5 总成绩 奖项 

41 药学院 
简述经皮给要系统与软膏基质

作教学 
张稣亚 17839223814 王红晓 杨婷 冯金健 

 
81.22 三等奖 

42 药学院 中医四诊 魁付光 18737809752 冯金健 张国艳 
  

81.17 三等奖 

43 历史文化学院 传说中韩关系 杨琦帆 18238229216 杨洋 莫芷晴 朱吉菲 
 

79.94 三等奖 

44 土木建筑学院 土的三相 唐慧 15037878681 张茗渊 李钧 刘子庆 张艺苇 79.83 三等奖 

45 物理与电子学院 Universe 李艳杰 15038965236 马劼昊 贾沛宇 卢燕鸽 张欣 78.67 三等奖 

46 软件学院 计算机主机配件介绍及组装 张厥诚 18236586119 郭建伟 何苗 陈锦博 杨少朋 77.72 三等奖 

47 商学院 

How does social cultural 

environment affect 

marketing 

李洋 18737898295 张晓玉 刘文杰 
  

77.33 三等奖 

48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的浪漫 马琳 18338453957 王卓莉 李鹤迪 常琨璘 黄珊妮 76.67 三等奖 

49 民生学院 

Thought on zhang yimou movie 

colorria case study of the 

flowers of war 

罗焱文 18637894119 袁洋 
   

75.06 三等奖 

50 数学与统计学院 Introdution to probability 张会 18338357710 
    

73.00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