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小学组 

■一等奖 

我在地球上找到了武汉/陈方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红旗小学） 

我在家里战疫情/侯宗男(山东省日照市石臼中心小学） 

家•国•天下/菅子涵(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六年级）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蒋林溪(北京市人大附中实验小学二年级) 

口罩的独白/荆滢(山东省日照市莒县第六实验小学) 

黑夜里，那盏灯（组诗）/李泽慧(广州市桂花岗小学六年级) 

嘘，别出声儿/廖尧禹(北京市赵登禹学校六年级) 

给武汉小朋友的一封信/刘雨嘉(天津市前程小学四年级) 

温暖的中药茶/罗怡(湖南省一师二附小六年级) 

最美的星星/邵琬淇(山东省莒县第一实验小学) 

战疫诗/申雨霏(广东清远市清城区凤鸣小学四年级) 

你的样子/孙浩博(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桃力民小学) 

可恶的“怪兽”/唐然（湖南省永州市蘋洲小学五年级) 

武汉伢的疫情日记/王棽杝（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第一实验小学二年) 

假装/张清盈（浙江省温州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三年级) 

■二等奖 

我是 2019-nCoV病毒/常峰瑞(鸡东县红星小学) 

别样的春节/戴翼(杭州师范大学附属益农小学) 

一个小宅女的喜怒哀乐/杜芯阅(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行知小学六年级) 

战“疫”过后处处春/高逸(安徽省界首师范附属小学) 

较真/侯珉昊(中国农业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四年级) 

丧钟为谁而鸣/侯舒文(康巴什第四小学三年级) 

不一样的新学期/孔德鲍(山东莒县第一实验小学一年级) 

新冠病毒出征记/李业成(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五年级) 

这个春节/廖敏君(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实验教育集团侨香学校) 

理解/彭杨仁予(湖南省岳阳市朝阳小学) 



我想要美好的生活/宋政阳(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六年级) 

疫情也是历险/隋林志(山东省威海市锦华小学三年级) 

决战时刻/孙骁楠(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回澜小学) 

同时间赛跑/汪佳欣(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御景城小学) 

一场噩梦/王传源(黑龙江省鸡东县红星小学二年级) 

向前线医护人员致敬/王佳妮(内蒙古桃力民小学) 

不一样的春节/吴梓墨(深圳市福田区新莲小学四年级) 

黑暗中的城市之光/谢果橘(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锦江学校) 

职责所在，勇往直前/谢鸣凯(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 

投入战疫中的爸爸/杨骁(浙江省乐清市乐成一小三年级) 

特殊的新年/姚贺樱乔(黑龙江鸡东县红星小学五年级) 

三艘游船的启示/张祐铭(北京小学大兴分校五年级) 

有你们，我不怕/赵依雯(天津滨海新区空港经济区实验小学三年级) 

救猫记/邹东雨(广东省深圳市福南小学五年级) 

枪响之后没有赢家/左雅宁(山东省莒县第四实验小学五年级) 

■三等奖 

给你最硬的鳞/陈炫曲(浙江省乐清市实验小学银溪校区六年级) 

别样年味/邓睿(湖南省永州市蘋洲小学) 

我愿意做这样的人/冯伟哲(新疆兵团第十二师 222团子女学校) 

蜗居战疫一日游/高畅(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第五小学) 

抗击病毒，感动你我/管恩诚(山东省莒县第四实验小学五年级) 

家的特殊生活/韩佳均(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路小学) 

英雄/江梓瑞(山东威海经区实验小学五年级) 

特别的春节/李成楷(日照市莒县第一实验小学六年级) 

好书陪我闯“疫”关/李东翰(山东省日照市莒县第一实验小学六年级) 

这个冬天/李俊达(山东省日照市莒县第一实验小学四年级) 

爸爸，你忘记自己生日了/廖涵宇(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菱角山小学五年级) 

我是谁？/罗阡尹(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中心小学) 

写给妈妈的一封信/潘崇哲(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小学二年级) 



蚂蚁的自述/沈谦益(湖北省仙居县第六小学四年级) 

最后的病毒/王厚舜(深圳福田区荔园小学通新岭校区五年级) 

一个细胞的自述/王圣凯(山东省威海市翠竹) 

深情的呼唤/王师嫣(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翠竹园小学) 

我们在一起/温星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桃力民小学 

反常的家人/许茗越(山东日照莒县第一实验小学 2014级) 

原来我一直在战斗/于诗涵(上海市徐汇实验小学) 

致·敬/张乙(山东省东阿县南湖行知学校) 

词四首/张婉宜(上海市浦东新区海桐小学) 

古怪的梦/赵玲(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东海实验小学四年级) 

投入战疫中的爸爸/赵依雯(浙江省乐清市乐成一小三年级) 

特殊时期的感动/周桐羽(天津市和平区万全小学五年级） 

万勇退敌/祖修齐(山东省威海市翠竹小学) 

冬日里的一抹红/袁铭羽(浙江省萧山区回澜小学) 

 

二、初中组 

■一等奖 

一个人的宣传队/都育同(山东省威海市古寨中学) 

当生活按下了暂停键/陈廷旭(山东省威海环翠国际中学) 

鲜艳的社区红/樊一慧(北京八十中学七年级) 

我防疫的一天/胡明瑞(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峤山中心初中九年级) 

我希望自己没有存在过/蒋梦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靖江初级中学) 

芳华/金可欣(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二中) 

抗疫 12时辰/金书宇(浙江台州北京师范大学台州实验学校九年级) 

心声/康钊源(广东省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八年级) 

遥远的泪水/孔宇轩(济宁孔子国际学校七年级) 

生命的最后一滴泪水/李贝乐(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二百四十五分钟/卢姝含(山东省莒县第五中学九年级) 

小口罩见闻录/苏炜玲(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苏独仑学校) 



我愿意追这样的“星”/孙维康(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蜂蛾微命，力何固?/王爱祎(北京市私立汇佳学校九年级) 

等一个承诺/温诗昀(广州市第七中学七年级) 

失陷交转站/邢嘉玮(山东省德州市临邑洛北中学 2018级)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许馨玥(山东省威海环翠国际中学) 

白色的希望/杨子欣(人大附中通州校区) 

又见晴天/袁问渔(湖南省永州市柳子中学八年级) 

病毒攻击/张楷立(北京第八十中学七年级) 

齐心协力,一同前进/张梁瑞雪(新疆阿克苏天杭实验学校七年级) 

小小病毒历险记/张诗嘉(北京市第八十中学七年级) 

历史中的未来/张宇涵(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八年级) 

那年的回忆/赵佳怡(广州市第七中学七年级) 

从陷入，到融入/赵知涵(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 

■二等奖 

大爱无私/董梦琪(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峤山中心初中九年级) 

坦待今朝，望如斯岁月/蔡炅轩(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逆行者/曹潆心(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第十中学) 

那个人像我妈妈/曾浩然(山东省济南稼轩学校) 

致敬白衣天使/曾乐洋(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那年战疫/陈诺(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七年级) 

原来，世界还有鸟语花香/冯煜雯(浙江省平湖市东湖中学) 

宅在家里的日子/高华焕(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峤山中心初中九年级) 

踏破墨夜现黎明/高铭泽(山东省济南市仲南中学) 

一个空车位/高云畅(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七年级) 

高速公路上的“战疫”/耿梓萌(广州市第七中学) 

与新型冠状病毒的对决/何思颖(湖南省郴州市六中七年级) 

窗外/何宇轩(湖南常德芷兰实验学校) 

与人类的战斗/姬泽浩(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城关镇大西关学校九年级) 

期待春暖花开时/康玲瑞(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 



父辈的“战疫”/李嘉睿(山东省五莲县第二中学) 

生与死的距离/李珂萌(宜良实验学校八年级) 

疫情下的足球男孩/李宓渝(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一片叶子/李妮珈(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致远中学七年级) 

偶遇一只蝙蝠/李睿涵(黑龙江省大庆市湖滨学校七年级) 

共战疫情，中国必胜/李天乐(山东省泰山双语学校) 

战疫——色彩/李扬(山东省济南十六里河中学) 

是谁惊了我们的好梦/李宜蓁(山东省烟台市第二中学七年级) 

不同寻常的春节/林心悦(浙江省平阳苏步青学校九年级) 

冠/刘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桥华中学七年级) 

鱼函/刘昱言(济南市天桥区泺口实验学校八年级) 

热风/芦嘉依(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八年级) 

我与你的一千三百公里/罗蓉蓉(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 

别怕，还有光/毛嘉睿(山东省德州九中 2018 级) 

一张退掉的订单/宋佳音(河南省南阳市实验学校) 

春暖花开终有时/宋逸臣(山东省济南济微中学九年级) 

外卖员与口罩/孙可洋(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八年级) 

为生命剪烛/王婧瑶(江油市双河初级中学) 

配送希望/王泽莹(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等待，又一年/魏舒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启秀中学七年级) 

当疫情发生时/伍芷熠(长郡双语实验学校) 

蝙蝠（外二首）/夏圣修(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博文中学九年级) 

暖心供给爱的接力/向帅行(江苏省昆山市花桥中学) 

祝您用餐愉快/肖天依(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朝阳未来学校) 

致可爱的白衣天使/徐煜越(新疆昌吉州第二中学九年级) 

荒唐梦/叶书含(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致抗疫一线父母的一封信/于航(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第八中学) 

我想化作一只鹊鸟/云姝舟(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外国语集团高新中学) 

那束光/张雨(山东省烟台永铭中学) 



细胞/张飞宇(湖南省岳阳雅礼实验学校八年级) 

“疫”言为定/张贺(河南省郑州市二七京广实验学校) 

为你点赞/张美桥(黑龙江省哈尔滨德强学校) 

暖冬/张希贤(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疫情无情，但人有情/张悦汐(广东省新惠第九中学) 

归/章欣宇(北京四中房山分校) 

我不是你儿子/郑祺恒(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中学七年级) 

■三等奖 

盼那春暖花开/董涵情(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峤山中心初中九年级) 

致逆行英雄们的心里话/梁乐妍(陕西省西北工业大学附中分校 2022届) 

口罩的经历/徐德娟(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峤山中心初中八年级) 

热干面，加油/曹奕萱(湖南省郴州市六中) 

以花之名，致敬英雄/曾浩翔(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实验教育集团初一) 

新型冠状病毒的自述/陈溦薇(福建省厦门工学院附属学校八年级) 

病毒与天使/陈永盈(湖南长沙市宁乡市东湖塘镇西冲山初级中学七年级) 

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白书”/宫知琦(山东烟台第二中学初二) 

推迟的婚礼/管梦飞扬(青岛西海岸新区致远中学) 

那袋沉重的爱/何芯悦(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第六中学) 

疫情之外/黄光利(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中国人的药/姜沅昊(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九年级) 

天使的名字/蒋梦寒(深圳实验学校初二) 

致敬白衣天使/荆凡宇(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峤山中心初中九年级) 

英雄篇·归来/孔一涵(陕西省西安高新一中初中校区) 

宝儿妈/兰蕙心(北京市八十中学初二) 

“中国速度”与“中国温度”/李梦悦(山东省烟台招远市魁星路中学) 

风雨过后春更暖/李太梅(云南省施甸县老麦中学) 

“静静”地等待/李文琪(甘肃省秦安县桥南初级中学八年级) 

致武汉中学生的一封信/李泽华(河北省石家庄第二外国语学校) 

扛春节/梁诗吟(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初一年级) 



人间自有真情在/梁愉曼(广东省广州市铁一中学) 

一位医生的自述/廖梓溧(湖南省郴州市六中) 

一念之间/刘恩麟(湖南省长沙市湘一外国语学校初一) 

末日求生指南/刘明宇(荆州市实验中学) 

灾难之前/刘彦杰(浙江省永嘉县东方外国语学校) 

我们/刘晏宁(山西省运城市力行中学西校) 

人祸猛于虎/刘悦涵(山东省烟台莱山校区初一) 

一直到黎明/倪诺萱(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初级中学) 

手机里的的短信/庞越(河南省获嘉县城关镇大西关学校) 

万众一心战疫情/庞博(山东省日照市莒县第六中学) 

坚不可摧的凝聚力/蒲佳音(黑龙江大庆市庆新中学初二三班) 

向抗击疫情的所有人，致敬！/沈奕阳(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新年好彩头/石季加(四川省泸州十二中) 

父亲与“抵抗疫情”主题阅读活动/苏子鉴(深圳市福田区实验教育集团侨香学校) 

口罩/王清杰(山东省威海国际中学九年级七班) 

还有一支春天的歌/王如君(江苏省徐州市树恩中学) 

借我/王姝(四川宜良实验学校八年级)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魏绮(合肥滨湖寿春中学) 

期待的眼神/吴欣妍(湖北省荆州市实验中学初中九年级) 

“疫”路阳光“疫”路情/吴子颢(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酒十杯/肖遥(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春节，让爱回家/徐嘉禾(北京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一) 

山海经·新型冠状病毒/闫文舒(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实验中学) 

众志成城战疫情/杨慧琪(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 

不悔/杨智怡(江苏省西安交大苏州附中初二) 

战“疫”，让我敬重一座城/袁郅勰(上海市闵行区莘松中学春申校区八年级) 

星，寂静之声/张宸彦(江苏省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中学初一) 

妈妈的低烧/张恩嘉(山东省烟台二中莱山校区 2019级) 

我懂得了你/张子萱(山东省无棣县第二初级中学) 



最美的围墙/郑弘泽(福建省厦门市华侨中学初一) 

生死转角遇见爱/孟若涵(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洛北中学) 

 

三、高中组 

■一等奖 

母亲的电话/陈晓桐(广东省江门市第一中学高二) 

待到樱花盛放时/丁洁(江苏省姜堰中学) 

好老妈，你真好/丁笑雨(江苏盐城东台市安丰中学) 

同天/丁轶霖(新疆实验中学高一) 

做你身后的太阳/房润禾(山东省实验中学高二) 

志愿者纪实/费志远(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高二) 

灰色/洪正畅(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第三根烟/侯清扬(湖北省建始县第一中学) 

我的赤城/季锦逸(浙江省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当那一天来临/姜云松(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高一) 

雪落成白/金琬迪(杭州市学军中学海创园学校高一) 

上元空城，十里灯火/金悠琪(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高一) 

山川共域/风月同天/康雅馨(湖南省新化县第一中学) 

为痛苦的灵魂找到解药/李沐芸(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大附中高一)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李绚江(苏省泰州中学高三) 

陌上花开，等君归/刘佳然(湖北省恩施高中 2019级) 

苦难之上/刘嘉颖(通州区潞河中学 2017级) 

我们以“静”致敬/刘新宇(山东省费县第二中学) 

疫情下的忙、闲与温暖/陆林(山东省临沂市沂水二中) 

盼/吕雨欣(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疫情”时期的“多味”生活/毛一凡(天津市第二中学高一) 

荆州布衣史官记/尼安吉(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国际部高三)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潘幸泉(河北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逆行的卡车/潘雨昕(山东省武城县第二中学高二) 



日出/沈倪玥(浙江湖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高三) 

领养人类/石玥昀佳(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我们和武汉的距离/王承轩(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你的鲸落，照亮整个海底/王晴鹤(山东省北镇中学) 

夜幕/王彦钦(中国人大附属中学高一) 

回家/王祎珂(河南省长垣市第一中学) 

不改变颜色的星/魏辰阳(江苏省泰州市姜堰中学) 

还是在家呆着好/相昱沂(北京市运河中学学高二) 

高山景行揖清芬/谢璐楠(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第二高级中学) 

请记得回家/杨舒彤(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级中学) 

“因为我是光”/杨一笑(杭州学军中学海创园学校高一) 

罩/俞昊沅(浙江诸暨中学) 

王令的猫/张伟(安徽省涡阳县第一中学) 

疫情下的人性/张文鑫(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高三) 

曙光/张晓章(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 

中国红/张艺馨(湖北省恩施州高中) 

七封信/赵彦哲(广东省深圳市龙华高级中学高一) 

一个老党员的年夜饭/朱琴(浙江省嘉善中学)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朱方正(山东省泰山中学高二) 

2019n-cov与药/邹孟瑾(湖北武汉外国语学校高二) 

谣言之下/邹倩倩(浙江温州翔宇中学高二) 

■二等奖 

逆行的他们给了我强大的“疫苗”/宋姿莹(山东省日照市第一中学东校区高二) 

白衣天使，披荆斩棘/孙晓然(山东省莒县一中) 

致我亲爱的武汉/田娣萌(湖北省恩施高中 2019级) 

窗外依然明媚/赵建靓(通州区潞河中学/2017级) 

谣言下的思考/安龙浩(山东省莘县实验高级中学高三) 

抗疫日记/毕嘉(辽宁省东港市第二中学高三) 

战“疫”面前这么做/曾丽桃(海南省儋州市第二中学高三) 



“无形”的战争/陈冲(河南省长垣市第一中学) 

那些挑起夜晚的肩膀/陈佳鸿(广州市第六十五中学高二) 

伊甸之东/陈柯烨(浙江省台州市第一中学) 

化雪明道/陈妙(浙江省嘉善中学) 

迎接春光/崔恒源(山东省沂水县第一中学) 

奇点/董文瑞(山东武城县第二中学高一) 

夜空里的星/段彦羽(广东省佛山市南海中学分校) 

小城豆“福”/范可心(江苏省盐城市高级实验中学高二) 

妈妈还好/范致诚(江苏省滨海中学) 

你/高慧语(广东省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 

回答/高嘉骏(山东省实验中学高二) 

樱花落处，满地成诗/高帅帆(山西省运城中学) 

无声的春节/高炜博(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疫情中的相濡以沫/韩颖杰(山东省潍坊一中) 

医者/金月影(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中学高二) 

大医精诚/赖翔宇(浙江衢州华茂外国语学校高中部) 

武汉伢/李旻霏(河南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一) 

蓝色的希望/李姝锦(广东深圳大学附属中学) 

生灵/李思源(四川省双流中学) 

我想和你一起晒太阳/李婉停(安徽省涡阳第一中学) 

平凡的人终究不平凡/李晓慧(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一片叶子/李昕怡(江苏省姜堰中学高一) 

疫情期间开设网课需谨慎/李延平(山东省即墨区第一中学) 

我不是神药/李悦嘉(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高三) 

英雄/李哲(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第一中学高一) 

老陈的口罩/廖涵(浙江杭州学军中学海创园学校高一) 

青山一道同云雨/林灿宇(广东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高二) 

火把/刘君临(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这次的消逝，我愿意/刘人硕(山东省沂南县第一中学高二) 



所见/刘素质(浙江省乐清市虹桥中学) 

他/刘相元(山东莒县第一中学) 

让心到达/刘璇(山东省临沂市费县第二中学高二) 

初九的早餐/柳云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一中学高二) 

你是在向我走来吗/鲁睿爽(山东临沂第十八中学高二) 

考验如火，正在淬炼真金/陆波涛(浙江省萧山中学) 

尘埃所发出的光芒/吕山子(贵州省贵阳乐湾国际实验学校) 

拥抱新生/马铭洋(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十七中学高二) 

武汉，我们一起加油/孟子怡(山东省潍坊一中) 

年/缪若兮(浙江省温州中学) 

山川异域，日月同天/潘行(浙江温州翔宇中学高二) 

一次夜行/钱立洋(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一) 

小城四方/邵瑶(浙江温州翔宇中学高二) 

假如我今生未能担起这白衣/宋俊霖(山东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区高一) 

霜花/孙尔赛(浙江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从武汉“封城”到自觉“隔离”/孙宇阳(辽宁省实验中学营口分校) 

我原谅了一只“蝙蝠”（外一首）/唐宇佳(重庆市女子高级职业中学) 

静静的街道/田雅宁(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 

一个被隔离者的自述/田宜麟(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高二) 

做拥抱黑夜的一束光/王安乐(江苏省镇江中学) 

“疫”中镜鉴/王雯慧(江苏省泰州中学) 

成长/王鑫悦(北京市延庆区第一中学) 

獐死于麝，鹿死于角/王玥威(山东省济南外国语学校高一) 

心安/王芷菲(辽宁省鞍山市第八中学高一) 

橘子的梦想/王紫昕(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自然之灵/吴周娅(湖南省长沙市明德中学高二) 

今年春节是冷色调/夏佳玲(浙江杭州市萧山区第二高级中学) 

凡人的英雄本色/肖俞臻(浙江湖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高三) 

病毒侵袭记/许昊(山东大学附中实验学校) 



与你一起触摸春天/颜渊(江苏省运河中学高三) 

等待/杨烨琛(河南省平顶山市二中高二) 

在废墟之上/叶紫欣(浙江省宁波效实中学高二)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于林艳(山东威海市第二中学高一) 

风景安然，大爱无疆/余雨芯(湖北省恩施州高级中学) 

回家路上/张谛(浙江省义乌中学) 

江城子·战疫/张乐存(河南省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光，好久不见/张宁(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此刻/张夏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春归处，待花开/张艺馨(湖北恩施市第三高级中学) 

坚守/张于驰(浙江省萧山中学高二) 

抗疫众志诚/张钰泉(四川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曙光/赵可妍(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高一) 

单车/赵龙(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第一中学) 

中国人要学会敬畏/赵一骏(北京市北航实验学校高中) 

我的木乃伊爱人/赵雨菲(山东济宁市第一中学高二) 

自愿在家隔离 15天/仲诗琪(辽宁省大连渤海高中) 

扬善者之德/周子涵(湖北省黄冈中学高二) 

冬将尽，春可期/朱文宣(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空气的味道/韩希文(北京二中通州校区) 

抗击疫情，你我同行/蔡雯瑾(山东省济宁市兖州一中高一) 

余温/陈舒妍(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病毒的出行记/陈述(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高二) 

秘密/陈心雨(江西省进贤县第一中学高一) 

猪瘟/陈旭(山东即墨第一中学高二) 

江城小调/仇惠平(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对抗疫情，共克时艰/崔京(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一中) 

我时常看到你/代思宇(北京私立汇佳学校) 



人生大课/戴烨姿(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 

新闻自由是灾难的救助者/戴毓暄(北京五中通州校区年级高二) 

白雪，阳春/丁筱茜(云南省河口一中) 

楼梯间的单桌/董晏辰(山东省费县第二中学高三) 

选择/杜耀康(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第一高级中学) 

玻璃窗与电话铃/范瑶菲(山东济宁市第一中学高二) 

写给钟南山院士的致敬信/符超(海南省儋州市第一中学高三) 

武汉必胜！/郭佳维(青岛市即墨区第一中学) 

唐多令/郭宇曦 

守望喧嚣独得静/韩珍(四川省成都市盐道街外语学校) 

候春/何心瞳(浙江省义乌市义乌中学) 

感武汉疫情赋/胡佳钰(通辽市第一中学高二) 

终当拨云见日/胡青云(湖南省衡阳市一中) 

疫中见情/黄心怡(浙江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高三) 

庚子腊月里/姜士国(安徽省涡阳一中) 

从肆虐到屈服/李安(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高二) 

中国之声/李佳成(湖南省望城一中) 

你来了，我的天使/李梦露(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双语学校) 

疫情冬景/李天睿(山东省即墨区第一中学) 

帧秒里的成长/李相昱(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高二) 

暗夜的灯火/李欣怡(陕西省西安市田家炳中学) 

庚子赋/李奕璇(浙江省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画像/李芷萱(山东省烟台二中) 

等到/林爽(浙江省乐清中学高一) 

火神/林伟树(福建省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 

逆行者/林子涵(福建省南靖县第一中学) 

形色/刘彩慧(四川省成都市盐道街外语学校) 

记忆种子/刘冬雨(广东省华南师大附中汕尾学校) 

明天/刘子骞(湖北省武汉市第六中学) 



长夜拂晓那道光/路晟博(山东济宁兖州区第一中学) 

施以逆光，战疫必胜/马浩源(吉林省长春市二中精致学校) 

我/欧阳宇欣(湖南省浏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致父亲的一封信/潘思睿(广东省深圳市红岭中学高二) 

奔跑的穿山甲/潘艺烨(浙江景宁中学高二) 

你是我的军旗/秦王凯旋(内蒙古通辽市第一中学高二) 

勇士/瞿畅(湖南省岳阳市第一中学高二) 

火速/佘柏轩(湖南省望城区第一中学高二年级) 

冬日去人间大爱中取暖/施佳奕(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中学高二) 

你还在我们身旁/苏婕(山东省定陶区山大附中实验学校) 

时间不是药，药在时间里/孙文骏(辽宁省实验中学营口分校) 

知情者/孙鑫宇(新昌县鼓山中学) 

人间善良/陶麒先(湖南省衡阳市第五中学) 

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万艺林(湖南省长沙市明德中学高二) 

守得云开见月明/王晓雨(山东省莒县文心高中) 

回家/王一朵(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战疫情/夏然子(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高一) 

知道风是在哪一方向吹/向抒璟(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 2019级) 

沁园春武汉/刑灵灵(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第一中学) 

世间温暖，爱是篝火/徐国茜(山东省聊城市外国语学校) 

抗疫小诗集/徐浩峰(四川省洪雅中学) 

追随/徐瑞达(河南长垣市第一中学高三) 

幕夜添笔/徐瑞栀(安徽省涡阳县第一中学高二) 

疫情下的温情/徐阳光(安徽省涡阳县第一中学) 

年/许瀚文(山东省实验中学高二)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许子怡(浙江杭州学军中学海创园学校高一) 

人类的疫情，人体的战争/晏萌(河南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一) 

记得我爱你/杨萌(甘肃省甘谷县第三中学) 

疫情下的日子/杨佳瑶(浙江温州翔宇中学高二) 



春风不及你温柔/杨小琪(山东省泰安市第十九中学) 

夜/于小乔(江苏省滨海中学) 

古风·回乡记/张驰(浙江省乐清市虹桥中学) 

归家途中/张迈(黑龙江省依安县实验中学高三) 

须臾云散/张铭宇(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砥砺前行，共克时艰/张倩(安徽涡阳第一中学高二) 

晚饭/张蔚然(山东省泰安实验中学) 

英雄群像/张扬瑄(四川省双流中学) 

看见/张依琳(湖北武汉市第四十九高中) 

冬日诗绪/张逸萱(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一中学) 

坚守岗位不松懈，尽职尽责显精神/张悦(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第一中学) 

同舟共济援武汉/张哲川(云南省丽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画/张芷茉(东北师范大学附属高中高一) 

是谁的希望/仲姝宁(枣庄市第八中学高一) 

经疫之思/周彦利(湖北省恩施高级中学高一) 

人间世/周玉冰(山东省莘县实验高中) 

一路同行/周玉涵(广东省深圳中学) 

庚子武汉抗疫/朱君豪(山东省济宁海达行知学校) 

正道的光/朱智豪(山东省昌乐及第中学高三) 

坐•禅/诸品璋(浙江省温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且盼春暖雪融日，共赴芳草樱花约/左翔云(涡阳县第一中学) 

 

四、大学组 

■一等奖 

局内人/胡心帆(宁波大学) 

举星星之火，燎莽莽之原/曹孟杰(山东省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你在武汉坚守，我们在山东守望/冯诗瑜(曲阜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致敬逆行者/高微(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门神/刘嘉璇(山东省青岛理工大学) 



无处安放/陆海铭(江苏师范大学大一) 

春天的温度（组诗）/莫非(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2017级) 

他不是英雄/邱慧伶(北京体育大学) 

白衣铠甲/孙隆壬(曲阜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 

以爱之名，选择逆行/王雪(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大二) 

有疫说医/文静(湖南理工学院大学) 

度/张馨月(复旦大学大一) 

家书/朱元乾(通化师范学院) 

■二等奖 

等一场樱花雨/许黛如(日本法政大学) 

中国的“样子”/常淇深(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扇门/崔茂辉(上海商学院) 

疫情，亦“情”/丁文瑄(曲阜师范大学 2018 级) 

我们的武汉/杜宇翔(郑州大学本科 2016级) 

春暖花开，中国平安/贺蒙鹏(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不忘初心，共克时艰/霍朝伟(北京工商大学) 

我知你好/江文(通化师范学院) 

约定/李海凤(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 

早点儿回家/李纳米(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 2019级) 

三十天/列兵(聊城大学) 

春在，桃花会盛开/林源洵(南方医科大学) 

三冬有暖/刘怡婷(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 

那两只口罩，带着温度/陆柯瑶(江苏师范大学) 

凡心所向，素履以往/欧阳宁(西华师范大学大一) 

武汉和她的英雄们/庞帅帅(江苏师范大学) 

荆楚花开，平安凯旋/吴鑫铭(山东师范大学) 

逆行的英雄/于烁楠(通化师范学院) 

路灯已然澄/于雯(江苏师范大学) 

前夜/于颖(吉林通化师范学院) 



藏匿着的神明/张正仪(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 

您从武汉来/祝恒琢(云南财经大学) 

■三等奖 

愿母亲平安，愿天下平安/何莹玥(云南财经大学) 

没有禁锢的城只有不离开的爱/陈琳(通化师范学院大三) 

疫情/段聪睿(通化师范学院) 

我想要一点声音/高璐(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 

枪响之后没有赢家/高尚(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8级) 

守护/顾明星(江苏师范大学) 

平凡终不凡/韩雨(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 

如此发声/胡艺昕(上海师范大学 2017级) 

太阳/聂志欣(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7级) 

心愿/朴姝霖(通化师范学院中文 2017级) 

一个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师赟辉(吉林动画学院) 

晦黯苍穹下的灯影河/汤君垚(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 

清风徐来时，你我相伴际/王子璇(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 

“战役情”组诗三首/夏子豪(南京中医药大学) 

逆行者/薛明远(山东政法学院) 

特别的生日宴/尤敏(江苏师范大学) 

春天来了，希望还会远吗？/张浩哲(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8级) 

镜头后的温情静好了岁月/张金燕(曲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 

隧道/张敏(福建农林大学) 

待燕莺来时，赏江城樱开/祝贺缤(云南师范大学) 

“疫”站到底/祝立丽(通化师范学院) 

 

五、教师组 

■一等奖 

战疫情（组诗）/王玉朋（山东省淄博实验中学） 

在汉江边坚守的人（外一首）/唐松（四川宜宾南溪区一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庚子忧心/朱金翠（山东省莒县第三中学） 

妈妈，我等你回来/曹云娣（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常胜小学） 

聚焦/陈超（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第四小学） 

春天不远/陈若祥（安徽省滁州中学） 

你的归来/陈裕（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金彦学校） 

每一片绿色都必然绽放/高凤歧（安徽省界首第一中学） 

战新冠疫情诗五首/胡爱萍（山东省东营市第一中学） 

最亮的星星/贾春雪（河北保定涞水县林清寺中学） 

蔬菜摊前的女人/匡列辉（湖南城市学院教授） 

疫云销散，华枝春满/赖娟娟（江西省丰城第九中学） 

致敬战疫人/李玉上（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第一中学） 

雪，落在珞珈山下/林璐（福建福州市鼓山苑小学） 

敬畏/刘敏（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第三中学） 

老妈也是一个“逆行者”/刘兴玲（山东省莒县峤山镇中心初中） 

让心到达/刘璇（山东省临沂市费县第二中学） 

今天的豆腐格外香/孟昭合（吉林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 

报名去抗疫/欧阳在衷（广东省连州市第二中学） 

雪夜/钱艳（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火雷神山红安情/秦和元（湖北省武汉市将军路中学） 

从“蝴蝶效应”看个人行为/史文志（山东省莒县第三中学） 

“老腊肉”变形记/孙兰香（山东省德州市第四中学） 

我看见很多块砖头（外二首）/万莉（四川省合江县进修学校） 

致追梦六班的孩子们的一封信/王景慧（山东省滨州实验学校） 

平凡英雄/王娟（河南信阳大别山高级中学） 

我的第一堂直播课/王俊章（江苏省睢宁县南门中学） 

一次采蕨/王黎明（贵州贵阳市花溪区第六中学） 

卖凉粉的老头/卫雪梅（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实验中学红旗分校） 

永恒铭记的瞬间/温连宝（山东省青州市旗城学校） 

我家抗“疫”/吴俊伟（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逆行者之歌/许正文（中央财经大学） 

灵魂叩问(组诗)/阎润文（甘肃成县第一中学） 

心系武汉（外三首）/杨强（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大门中学） 

“飞来蝠”/张敏（山东省邹平市黄山实验小学）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张新荣（山东省新泰市实验中学） 

春天，终将不会辜负(组诗)/郑晓君（广东省佛山市顺德一中实验学校） 

愿君武汉平安归/周宜春（安徽省淮北市第十二中学） 

■二等奖 

凝聚的力量/李俊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第三中学） 

不一样的年味儿/李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新庙小学） 

大美逆行/欧正中（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通安中学） 

父亲的收音机/王鹏（江苏省邳州市铁富高级中学） 

作战与守望/袁旭东（河北省定州市实验中学） 

醒来/张新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第二实验中学） 

疫情就是命令(组诗)/普文海（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马街乡董浪小学） 

春天不曾辜负/鲍丰彩（山东莒县实验高中） 

七律·战疫情/曾江保（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金源学校） 

疫情下，鄂尔多斯人的生活/陈海霞（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第九小学） 

如果今天是最后一天/陈小林（湖北省武汉市光谷第三初级中学） 

唯安静能远行/崔亚静（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 

闯永州/邓湘玲（湖南省永州市蘋洲小学） 

牛高歌/郭李军（山西省盐湖二中） 

非常春天/韩夏明（广东省湛江市遂溪三中） 

沁园春·英才学子记/韩雪（北京市新英才学校 AP中心） 

白色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蒋宁辉（广东省东莞市厚街湖景中学） 

乡村鼠年之战/荆世海（山东省莒县城阳街道第二中学） 

痕/康辉（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楼中学） 

“六姐妹”煎饼送上了抗疫战场/李传鹏（山东省平邑县金银花实验学校） 

也有风雨也有“情”/李冬（河南宏力学校） 



半通电话/李帅东（山西省运城中学） 

新时代的“红嫂”情/李学兰（山东省滨州商店镇中学） 

疫情下一线教师的直播课/李熠（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宅居进行时/李长荣（山东省平阴县东阿中学） 

我我怎么就哭了/刘璇（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第一中学） 

手机叮当叮当响/罗秀艳（广东省连州市西江镇中心学校） 

抢什么抢/吕嘉兴（浙江省永康市第三中学） 

一起等到那一天/牛安乐（山东肥城市丘明中学）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任晓妮（山西运城盐湖区实小五洲观澜校区） 

“安静”的世界，用书籍触摸教育的温度/商艳琼（河南许昌魏都区实验学校） 

春风十里不如你/苏璆璆（山东省日照市浮来春小学） 

雪中白梅/孙金秋（广东省深圳实验学校） 

为疫情防控参战网格员点赞/王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第一中学） 

鼠年春节断章/王光佑（四川省古蔺县蔺阳中学校高中） 

待你归来，我们再一起论家事国事天下事/王晓娜（山东省威海经区实验小学） 

疫情带给我们教师的几点思考/于秀香（山东省莒县第三中学） 

庚子疫有感/余代宏（广东深圳市福田区耀华实验学校） 

疫期散记/赵莉（陕西省渭南市经开区实验初中） 

致敬钟南山/赵殿福（黑龙江省肇东市第十一中学） 

春节的烙印/赵永富（江西省思源实验学校） 

七律·宅家抗疫偶得/周建安（湖北省武汉科技大学） 

申老老/周江（湖南省永州市蘋洲小学） 

天使在人间/周玲玲（安徽省淮南市第一中学） 

等/周伟（济南平阴实验中学） 

中国力量/周潇（北京市门头沟区育园小学） 

八旬援朝老军当上了防疫值守员/朱永革（山东省菏泽市单县郭村初级中学） 

致敬钟南山院士/祝宝玉（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江口镇中心校） 

■三等奖 

“战疫”中的浪漫婚礼/江雨佳（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 



一个人的“战斗”/畅进锐（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实验小学） 

沁园春·出征/陈文强（山东省莒县文心高级中学） 

“播种”希望，“播种”信仰/程文东（运城市盐湖区实验小学五洲观澜校区） 

听，春天的声音/丁爱红（山东德州第十一中学） 

战当前，为什么我们要学好语文/杜茜（广东省广州市第十六中学初中） 

一样，不一样/樊向导（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九中学） 

盼得三春归/甘雪晶（海南省乐东县乐东中学） 

最美逆行者的背影/何军（浙江省宁波市经贸学校） 

樱花盛开,美好还在/黄晓静（山东省潍坊高新金马公学） 

特殊的“战役”/梁海艳（甘肃省临泽县蓼泉镇唐湾小学） 

摘下口罩闻花香/刘姣吕（天津市桑梓中学） 

疫情背后的故事/刘美霞（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第一中学） 

致敬“逆行人”/刘现英（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洛河中心初中） 

节日/刘秀芳（河南省获嘉县大西关学校） 

故乡的棉被/马君慧（广东省广州市第十六中学初中） 

我在纸上抗病毒/牟海静（山东省博兴县实验中学） 

我的武汉我的东湖/邱礼佳（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唐多令/孙琦（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第一中学） 

风雪“疫”中的党员初心/孙德生（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小小蝙蝠/孙海影（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实验高级中学） 

我们都是战“疫”人/孙温青（河北省张家口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静待春暖花开/王利君（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一中初中部） 

2020年的春节/王素杰（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科达学校南校） 

还来凭轩/王雅丽（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郑雨薇（小小说）/吴宝华（浙江省仙居县第六小学） 

我的抗疫日记/吴宝云（山东省无棣县第一初级中学） 

人尽其责，方可国泰民安/吴小清（海口实验中学） 

静待春暖花开时/伍银根（江西省高安市第一小学） 

千磨万击还坚韧/徐晓敏（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三中学） 



同时间赛跑/于凤丽（山东省莒县小店中心小学） 

五岁的儿子/于海（江苏省运河中学） 

最可敬的人/于洪伟（日照市莒县小店镇中心小学） 

疫情中的我/于少芳（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实验小学五洲观澜校区） 

铁肩担道义，妙手除病魔/余孟霞（湖南长沙市望城区一中） 

今晚的月亮/张建波（内蒙古通辽奈曼旗苇莲苏学区中心校） 

疫情下的学情/张苏（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阳春请看桃花开/邹晓丹（浙江省瑞安市仙降第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