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疫情防控 四川在行动”征稿活动

获奖作品公示

由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组织开展的“疫情防控 四川在行

动”征稿活动自 2020年 2月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

和大力支持。截至 2020年 10月 2日，共收到 879位作者（单位）

的作品 2827件。其中，文学作品 2022篇、摄影作品 418幅、视

频作品 9部、音乐作品 49首、书画作品 329幅。经四川省地方志

工作办公室评审，共评选出一等奖 70项、二等奖 110项、三等奖

220项、优秀奖 300项。

为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现将获奖作品予以公示（获奖作品名单附后）。公示时间自 2021

年 3月 23日至 3月 27日止，共 5天。公示期间，凡对公示作品

有异议的（可登录“四川省情网”，通过搜索文章标题或作者姓名

阅读公示的文章），可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向四川省地方志工作

办公室反映。如发现公示作品涉及抄袭、剽窃等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情形的，查实后将取消其作品获奖资格；情节严重者，保留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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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联系人及电话：李海毅 13688085857

通讯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永兴巷 15号（邮编：610012）

附件：“疫情防控 四川在行动”征稿活动获奖作品名单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1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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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疫情防控 四川在行动”征稿活动获奖作品名单

一等奖（70项）

散文《战胜疫情，收获成长——谨以此文献给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而居家经历的人们》（周璐瑶）

散文《“奶奶，你好了没有？”》（徐建成）

散文《风雨彩虹 铿锵玫瑰——给同学们的一封信》（袁秀丽）

散文《国之脊梁，惟盼长久优待尊重》（唐雪元）

散文《善待自己——写在庚子年初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

虐之际》（老房子·刘）

散文《鼠年不冷》（高秀群）

散文《老骥伏枥，志在抗疫——女儿眼中的抗疫“老兵》

（郭玲西）

散文《时代的偶像》（马晓燕）

散文《一个关于春天的故事》（杨鹤琴、包广贤）

散文《疫情与亲情的抉择》（熊勋琴）

散文《一位援鄂天使的自述：在樱花盛开的地方战斗》（口

述：许秋英；整理：李重霖、田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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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逆行”中的“铁路人”》（傅柏林）

散文《早晚八九点钟的期盼》（杨明强）

散文《儿子，我和你一起守望春天》（唐熙）

散文《抱薪者记忆》（秦笑鸿）

散文《种子和他的“哎哟喂”》（江戎天）

散文《川军来了》（章科才）

散文诗《中国，向武汉聚集》（刘志宏）

散文诗《挥向暖暖春天（外三章）》（倪洪伟）

诗歌《庚子战疫》（魏伯良）

诗歌《庚子立春日举国抗疫时》（蔡竞）

诗歌《庚子举国抗冠状病毒》（黄启国）

诗歌《撞响黎明的编钟（四章）》（秦风）

诗歌《又见天使》（薛建明）

诗歌《春天的守护注定坚强》（林元跃）

诗歌《丁医生的背影》（刘凤铃）

诗歌《不倒的山》（徐澄泉）

诗歌《大地上最强的心跳（组诗）》（王莉华）

诗歌《悼湖北遇难的白衣战士》（宋致德）

诗歌《为生命而战——致敬仁寿县抗疫前沿的医务工作者》

（余娟）

诗歌《武汉保卫战（组诗）》（刘仲林）

诗歌《严寒里的初春》（刘欣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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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满江红·题庚子元夕（外一首）》（张华）

诗歌《这里是疫情下的中国酒都》（蒋德均）

诗歌《捉魔记（组诗）》（普光泉）

诗歌《一个人的“川军”》（叶红）

诗歌《抗疫英雄赞（四首）》（魏赤中）

诗歌《巾帼抗疫风采》（陈维清）

诗歌《母亲的眼睛》（何钰华）

诗歌《念奴娇·抗疫英雄咏》（李泽冱）

诗歌《期待黎明——献给疫区无私奉献的白衣天使》（刘超

涌、郭春香）

诗歌《心寄南山——一封迟到的情书（组诗）》（王丽）

诗歌《七律·抗疫情（外十首）》（刘文海）

诗歌《天使的报告》（李国强）

诗歌《炎黄子孙的心都系着武汉》（阿苏取白）

诗歌《多想变一只知更鸟（外二首）》（刘群英）

诗歌《水调歌头·钟南山院士赞（外五首）》（顾建德）

诗歌《百年康庄》（刘国俊）

诗歌《春天来了，你去了疫区（外二首）——谨以此诗献给

白衣战士》（袁豆）

诗歌《天使逆行武汉再书时代华章（组诗）》（李洪彬）

诗歌《2020，以爱之名》（王光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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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别样”的春节只为“同样”的坚守——绵阳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防控肺炎疫情在行动》（彭浩）

纪实文学《芳华中的微光——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的志

愿者们》（荣芯）

纪实文学《没有硝烟的疫情阻击战——宜宾市矿山急救医院

全力以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叶建）

纪实文学《同心同德，让“疫”战有广度、有力度、有温度——

夹江县积极组织疫情防控阻击战纪实》（曾思诗）

纪实文学《资阳，无数星星在歌唱》（罗坤）

纪实文学《执子之手，共赴战“疫”——抗疫“战场”上的青年

警医侠侣》（米雪）

小说《幸福不延期》（李秋菊）

话剧《最美的逆行》（曾令琪、周晓霞）

独幕剧《防疫酒店近邻》（蒋元顺）

绘画作品《抗疫组画》（张宏建）

国画作品《团结抗疫》（张兰兰）

摄影作品《党旗在隔离病区飘扬》（王铁松）

音乐作品《我们敬仰的人》（丁朝霞）

视频作品《不一样的元宵节》（李静）

视频作品《攀枝花开 春山可望》（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川剧戏歌《心中情》（词：陈位萍 曲：李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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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作品《最美的白衣天使、胜利的曙光、守望相助同舟共

济》（王淑美）

印鉴作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尧箴）

书法作品《除魔疫、砥柱、攻坚克难、军人是最可爱的人、

送瘟神、武汉精神、战疫声隆、战疫先锋》（李永宏）

二等奖（110项）

散文《鼠年开春记事》（郑光福）

散文《储粮记》（吴杰）

散文《英雄》（冯敏）

散文《精神家园的“逆行者”》（王富祥）

散文《妈妈，不要害怕》（李阳波）

散文《老妈一个人的演唱会》（唐雅冰）

散文《灼灼芳华 默默坚守——致最美逆行女警的一封信》（刘

光容）

散文《“香缘”的香味儿》（戴雅平）

散文《把善良传递下去》（王平）

散文《奔向春天》（田雨佳）

散文《我要回武汉》（罗坤）

散文《道是无情却有情——趣谈民间抗“疫”标语》（欧阳德祥）

散文《庚子春节札记》（朱仲祥）

散文《抗疫一线 党旗飘扬》（刘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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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逆行的背影》（张行方）

散文《磨难中坚强》（张力芸）

散文《盼归》（覃厚彬）

散文《望春风》（廖伦涛）

散文《阴霾不掩阳光》（马世权）

散文《有关网格的记忆》（刘乾能）

散文《你若安好，便是春天》（彭燕）

散文《有一种力量叫万众一心》（刘国华）

散文《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武欣茹）

散文《烟火味》（申福建）

散文《举国战疫》（卢文春）

散文诗《疫区动物学（组章）》（林晓波）

诗歌《战“疫”赋（外七首）》（丁信才）

诗歌《钟南山笑了（外一首）》（徐建成）

诗歌《马蹄莲的心意》（林克强）

诗歌《眉目传情》（向求纬）

诗歌《白衣人，我不敢惊扰你》（李金玉）

诗歌《白衣天使——致敬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抗疫战线的医护

人员》（何军雄）

诗歌《女儿，你别恋妈》（刘文海）

诗歌《我的爱人（外二首）》（王金城）

诗歌《巍巍南山》（宋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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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我看到了一滴泪》（李雅蓉）

诗歌《我要把你种在春天里——献给牺牲在抗疫一线的村支

书郑少华》（张世明）

诗歌《我在春天的芬芳里等你从武汉平安归来》（许星）

诗歌《写给一路风雪冰霜防控阻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您》（蒋

饶洁）

诗歌《雄起，武汉兄弟》（邓启权）

诗歌《一个矿工的抗疫诗（组诗）》（曾元飞）

诗歌《志愿者，在宝石叉路口（外一首）》（姜维彬）

诗歌《致敬，最美的白衣天使》（何宗林）

诗歌《致战疫无名英雄（外三首）》（喻彬）

诗歌《忠山壮行（组诗）》（陈宗华）

诗歌《壮士再出川（外一首）——献给奔赴武汉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的四川医护人员》（何文）

诗歌《嘴脸和手脸》（黄川模）

诗歌《“疫”见中国》（李宏川）

诗歌《MU5171》（符小军）

诗歌《爱的守望》（浦站先）

诗歌《爱未走远——致抗疫牺牲的逆行英雄》（周官禄）

诗歌《白衣天使礼赞（外五首）》（史红霞）

诗歌《半隔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纪念》（黄锦平）

诗歌《春天，你快快到来（外一首）》（谭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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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春天，我在乐山等你（组诗）》（罗国雄）

诗歌《春天，一定会来》（陈科）

诗歌《等春天一起过生日》（周礼勇）

诗歌《等候一场春光的明媚（外一首）》（游湖）

诗歌《护士郭琴》（许庭杨）

诗歌《对一座城的祈福（外四首）》（胡庆军）

诗歌《给每一滴汗水，都戴上口罩——献给抗疫一线的人民

英雄》（许强）

诗歌《庚子战“疫”赋》（刘照辉）

诗歌《你，要感谢――致 2020年的春天》（朱樊刚）

诗歌《经过漫长冬天的武汉已经走进春天（组诗）》（曾小平）

诗歌《抗击疫情，匹夫有责》（夏昌玉）

诗歌《抗疫赋》（韦其江）

诗歌《抗疫组诗——致敬奉献在各路抗疫战线上的勇士们》

（张广超）

诗歌《疫情下的武汉》（孙雨婷）

诗歌《请让我向你致敬（外二首）》（吴顺贤）

诗歌《梅花开放了，我们终将战胜疫情（外一首）》（周德光）

诗歌《年味在最美逆行者中》（张飞）

诗歌《如果……》（柯杨宗）

诗歌《善良不暂停成长不延期（组诗）》（唐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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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统战的力量——献给奋力抗击新冠疫情的四川统战人

士》（郭岭）

诗歌《眺望春天》（葛会渠）

诗歌《我坚信 我们会赢（外一首）》（陈海龙）

诗歌《我们终将摘下口罩，一起感受春暖花开》（姜红霞、

唐长青）

诗歌《爸爸，您在武汉还好吗》（赵小毅）

诗歌《雪落无声（外一首）》（张清伟）

诗歌《在武汉，赢回生命的尊严》（周洪明）

纪实文学《世上最美逆行者》（王枣燕）

纪实文学《医者仁心唐晓琴》（芳扬）

纪实文学《疫战中的金牛老将们》（江梓豪）

纪实文学《抗“疫”路上，双警夫妻“披挂上阵”》（王丽华）

小品《回家过年》（叶源洪）

小说《凌晨五点二十的温度》（曾训骐、周晓霞）

小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方仲贤）

论文《不断坚持深化疫情防控的宝贵经验》（陈敬乐）

论文《常态化抗疫养成之文明新风》（高立祥）

论文《疫情下的思考——从小播下中医的种子》（王皖军）

摄影作品《空城抗新冠——绵阳平日最热闹的涪城路情景》

（陈俊）

摄影作品《把关》（唐福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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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作品《冷清的天府大道》（覃湘燕）

摄影作品《防疫站点测体温的工作人员》（韩斌）

四川金钱板《万众一心抗肺炎》（陈平安）

视频作品《最闪亮的星（夹江县抗疫工作视频）》（曾思诗）

视频作品《又见天使》（薛建明）

音乐作品《我的 1873》（杨书通、毛礼彬）

音乐作品《等你回家》（冉强、喻嘉）

音乐作品《等到春暖花开》（赵大国、沧一澄）

绘画作品《画说战疫组图》（崔雪梅）

绘画作品《众志成城、抗击疫情——铁路人在行动》（傅昱）

绘画作品《拒绝野味》（文艺菡）

漫画作品《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王晓彬）

版画作品《春天的微笑》（李建卫）

篆刻作品《多难兴邦》（兰田）

剪纸作品《万众一心》（张明志）

书法作品《大爱无疆》（赵安如）

书法作品《援鄂战疫》（刘大波）

海报设计《光风霁月》（韩伟）

三等奖（220项）

散文《致敬战“疫”逆行者 坚定抗疫必胜心》（梁岚清）

散文《把酒祝东风》（何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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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大哥，不哭》（王凌霄）

散文《抗击疫情与爱同行》（刘志宏）

散文《妈妈的琴声》（罗学娅）

散文《逆行的天使》（胡泊）

散文《思夫》（方仲贤）

散文《我家的战疫“四老”》（黄锰强）

散文《我是一名医生——战斗在彝乡抗疫一线的心灵笔记》

（杨国荣）

散文《久违了 天府通公交卡》（袁征）

散文《我家的“宅”生活》（张新文）

散文《一个宅家老人的自省》（傅自强）

散文《有女从武汉回——记录居家隔离的那些日子》（陈厚谊）

散文《站岗的父亲》（王英）

散文《致敬，最可爱的人》（袁千雯）

散文《致敬 坚守一线的英勇战士——献给战斗在冠状病毒疫

情防控一线的英勇战士》（徐海涛）

散文《致敬，逆行者》（黄美慧）

散文《志愿者心路三部曲》（杨华）

散文《钟南山院士，四川向您致敬！》（饶国书）

散文《致敬“白衣天使”》（杨奎昌）

散文《避“瘟疫”宅家记》（代加萍）

散文《穿过浓雾，便是晴天》（宋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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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春分之时，我想写诗》（何瑜）

散文《春暖已花开，何须畏寒冬？》（王蓝艺）

散文《大疫之下》（鄢平）

散文《待万物生长，你我皆新我》（钟立英）

散文《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2020年“战疫”随感杂记》

（颜宇）

散文《隔离整整一个月的信笔由缰》（周洪明）

散文《立春！百花争艳的美景将如期而至》（刘照辉）

散文《节后上班第一天》（万仕君）

散文《每一朵盛开的花都是我们的春天》（何曾）

散文《女儿，爸爸想对你说》（雍光鹏）

散文《防控疫情，我的志愿者行动》（刘鑫洋）

散文《记住一个响亮的名字》（洪林）

散文《社区防疫：一位社区工作者一天里的十六小时》

（胡庆军）

散文《母亲的心愿》（舒仕明）

散文《生命的“逆行者”》（贾一文）

散文《我在家等你归来》（谭琪做）

散文《让爱，将瘟疫驱散》（晓宇）

散文《妈妈必须冲上去》（朱霞）

散文《疫情下的，那一抹温情》（柳影）

散文《在这寂静的春天 我们戮力同心共战疫情》（邹河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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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白》（文艺菡）

散文《致敬那些可敬的人》（肖水泉）

散文《那一夜，我睡得很香》（李友刚）

散文《沉沉夜色，一抹明亮》（陈耿新）

散文《面对新冠 保持理性》（赵建华）

散文《与父母比邻而居》（秦笑鸿）

散文《监督不打烊》（何知霖）

散文诗《泪飞真情——写给援鄂医护人员》（郑友贵）

诗歌《志愿者之歌——中国力量最普遍的表达》（马飚）

诗歌《春暖花开 你从远方归来——献给抗击在新冠肺炎一线

的无名英雄们》（荣芯）

诗歌《江城子·庚子年正月初一记事（外一首）》（老房子）

诗歌《春天的回答》（孙学元）

诗歌《仍然热爱大病一场的人间（组诗）》（王福友）

诗歌《祭二十二白衣天使文》（郭毅）

诗歌《九头鸟，挺住（外二首）》（王益）

诗歌《看见镀着金光的逆行者》（王旭）

诗歌《脸上的压痕》（李光红）

诗歌《七律·总书记定乾坤（外五首）》（宁幼康）

诗歌《七律二首·步韵毛主席《送瘟神》》（孟宏昌）

诗歌《谁是辛弃疾？谁是霍去病？——为驱除疫情的白衣战

士作的歌之二》（郭振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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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身边的英雄（外一首）》（苗法强）

诗歌《妈妈，让我为您跳一支舞》（田玲）

诗歌《瞬间：他与她》（莫欠恒）

诗歌《我叫口罩（外二首）》（萧问）

诗歌《天使飞吧》（余婷）

诗歌《我能做的》（赖杨刚）

诗歌《我愿是你衣襟上的一朵迎春花》（何春梅）

诗歌《武汉防疫动人脸谱》（蒋元顺）

诗歌《向逆行者们致敬》（何宗林）

诗歌《野生动物们的春天》（陈笑皿、肖勇）

诗歌《因为有你们》（韦其江）

诗歌《因为有你们（组诗）》（邓艳）

诗歌《口罩的刻痕（组诗）》（黄海）

诗歌《赞白衣天使（外二首）》（龚珮珮）

诗歌《永远崇敬钟南山》（陈先骏）

诗歌《赞赴武汉医救援队（藏头诗）》（叶源洪）

诗歌《赞挺身而出的战“疫”者》（刘仲林）

诗歌《战“疫”有我们在一起——谱写春天的故事》（刘建勇）

诗歌《战斗吧！父老乡亲——一位基层防控志愿者写给群众

的一封信》（骆志勇）

诗歌《战士，这就是你伟大的头衔》（祁建）

诗歌《战土钟南山》（姜维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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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这些日子我总在凌晨醒来》（商西恒）

诗歌《那一夜，温暖如春——致敬仁寿县普宁街道抗疫基层

干部李霞》（余娟）

诗歌《致敬 最美逆行者》（吴顺贤）

诗歌《中国的一座高山，钟南山（外二首）》（何苗）

诗歌《中国脊梁》（黄学清）

诗歌《致敬钟南山院士（外二首）》（姜科）

诗歌《主管护师的脸（外二首）》（倪宏伟）

诗歌《钟南山颂》（赵钰林）

诗歌《壮士出川（外一首）——赠四川省中医药系统援助湖

北医疗队队员和医疗机构》（吉克阿优）

诗歌《“珙州”抗疫党旗红（外一首）》（王昌东）

诗歌《【双调夜航船】瘟疫》（熊笃）

诗歌《致最美逆行者》（周子涵）

诗歌《钟南山赞》（孟凡武）

诗歌《城市的光亮（外三首）》（向晖）

诗歌《不要走出门》（唐长青）

诗歌《2020春，迟来的春暖花开》（宋远）

诗歌《2020年春节众志成城防疫情》（蒋饶洁）

诗歌《初春》（老房子·刘）

诗歌《等待春暖花开》（张宏宇）

诗歌《2020年春天（组诗）》（袁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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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初心在阴霾里闪亮》（杨忠）

诗歌《庚子元宵》（陈斯高）

诗歌《庚子战疫》（曾忠）

诗歌《春日愿景诗词歌四首》（魏潘）

诗歌《春天，等等我们（外三首）》（胡代林）

诗歌《春天，正在赶来》（陈泽楷）

诗歌《春风，请你带上我（外一首）》（张玲）

诗歌《致敬（外二章）》（范良伟）

诗歌《大爱伏击——全国人民战疫之歌》（顾新）

诗歌《大爱无疆》（胡涛）

诗歌《大渡河倾斜的方向是武汉》（叶映辉）

诗歌《当我用一只口罩，写下春天（外一首）》（雁歌）

诗歌《党旗插在第一线（外一首）》（张文君）

诗歌《党旗飘飘战疫情》（杨官国）

诗歌《庚子祭》（刘兆瑞）

诗歌《红手印》（胡旭）

诗歌《抗疫古体诗（四首）》（侯景岳）

诗歌《呼唤春天（外二首）》（梅源）

诗歌《脊梁（外一首）》（袁秀丽）

诗歌《将紧闭的春天打开》（胡基良）

诗歌《今日，立春（外一首）》（姜玉光）

诗歌《荆楚大地，汇聚铿锵有力的中华民族大合唱》（冯显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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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寂静的岳池》（孙雨婷）

诗歌《抗疫战赋·出征 ——谨以此向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

“逆行者”致敬》（万平）

诗歌《立地顶天是武汉（外一首）》（张吉响）

诗歌《没有什么能阻挡春天》（冉启成）

诗歌《点赞, 蓝衣盔甲的光明使者》（王平）

诗歌《赋牺牲在抗疫一线的民警》（秦立新）

诗歌《让阳光的药性接通春天的光芒》（韩熠伟）

诗歌《如果可以》（张霞）

诗歌《水调歌头·写在荆楚第二次抗疫决战（外三首）》

（顾建德）

诗歌《战“疫”线上税微闪闪（组诗）——雅安税务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记》（梁志丽）

诗歌《樱桃树的守望》（徐敬国）

诗歌《疫情中的诗人》（华子）

诗歌《疫情防控，村医战斗（外一首）》（黄建文）

诗歌《武大的樱花（外一首）》（赵立策）

诗歌《口罩的故事》（曾元飞）

诗歌《捐！为国家打赢疫情防控战的都捐！》（云丘）

诗歌《众志成城，抗击肺炎（组诗）》（汪毅）

诗歌《寂静的春天（外一首）》（王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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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献给战斗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一线的工作者》（张飞）

诗歌《你是今冬最美丽的色彩》（文堃）

诗歌《你是谁》（郝雪宏）

诗歌《你是我永远的牵挂》（戴雅平）

诗歌《你是一首动人的歌》（林克强）

诗歌《逆行白衣》（曾玉）

诗歌《盼你归》（宋瑞）

诗歌《七律·送瘟神（外五首）》（叶勇）

诗歌《我的感激》（曾新）

诗歌《我好想，送你一个春天》（宁功芬）

诗歌《我也想多陪陪你》（赵凯华）

诗歌《献给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殉职的白衣战士》（李阳波）

诗歌《向媒体人致敬！》（余建华）

诗歌《致敬最美逆行者》（周俞林）

诗歌《与死神赛跑的老人——致敬李兰娟院士》（蒋德均）

诗歌《天使在疫云的舌尖与时间赛跑（组诗）》（李洪彬）

檄文《庚子战疫檄》（柳杨文）

纪实文学《疫情不退 我们不退》（袁豆）

纪实文学《履职有担当 战“疫”挑大梁——苍溪县人武部全力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朱松林、鲁长元、袁艺丹、唐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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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党徽，在“战疫”的“硝烟”里愈加明亮——记沈家

坝东街社区党委书记周建国》（冯敏）

纪实文学《他是人大代表也是抗疫先锋——记在抗疫一线的

省人大代表董兴洪》（谢文峰）

纪实文学《平凡人给我们无数感动》（刘志华）

纪实文学《平凡人 撑起抗疫一片天》（张喜洋）

纪实文学《疫情路上守护天使的筑梦心》（何剑）

纪实文学《不一样的角色 一样的初心——成都市武侯区人大

常委会机关干部职工战“疫”略纪》（郭开宇）

纪实文学《大二女学生“变身”抗疫女战士》（谢霞）

纪实文学《大竹路巡队的“胖子”：疫情中逆行的最美身影》

（钟西）

纪实文学《默默守护 共克时艰——金堂成金发展学府雅庭物

业抗疫纪实》（蒋延珍）

纪实文学《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交通执法人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侧记》（郑川）

纪实文学《抗疫路上的逆行者》（唐熙）

纪实文学《“战疫”前线：喜德法院院长有话对您说》（陈昭敏）

纪实文学《学生至上我们在行动》（王广勇）

纪实文学《宝贝，妈妈很快就回家了》（刘琼）

纪实文学《抗“疫”青春榜样——游仙青年志愿者筑起防疫青

春长城！》（米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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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严把防控第一关 将人民群众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刁觉民、李刚明、曾峥、胡悦）

纪实文学《一位湖北籍民警的“元宵战疫”》（黄桐熊）

纪实文学《致敬！我亲爱的战友们——最默默无闻的逆行者》

（沈奕）

纪实文学《敬业逆行，守护万家灯火——记自贡市富顺县富

世街道沙山社区党总支书记饶隆萍》（唐皓麟）

纪实文学《陈雪燕：遍寻加德满都购买 5800个口罩 丢掉衣

服腾出行李箱运回免费发放》（曾令琪、周晓霞）

小说《2020鼠年乡村》（邱金国）

小说《强哥的眼泪》（黄六光）

小小说《这个春节这样过》（王鉴）

剧本《逆行》（罗石文）

快板词《白衣天使赞》（彭明凯）

金钱板《十四亿人一条心》（张琪俊）

三句半《会理儿女齐防控 坚决打赢抗疫战》（张义）

对口快板《老两口解闷》（王雪明）

摄影作品《给进入大西康农贸市场买菜市民测体温的志愿者》

（韩斌）

摄影作品《爱心捐献》（彭泽亮）

摄影作品《荡秋千》（唐福升）

摄影作品《查、测并举，把关高速》（童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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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作品《战斗在抗疫一线的 90后》（王铁松）

摄影作品《坚守》（李帮学）

音乐作品《待到春暖花开》（张飞、李明均）

音乐作品《有你真好》（刘玉林）

音乐作品《最美的身影》（杨新广）

音乐作品《其实你有泪》（杨宇明）

音乐作品《安和——致敬抗疫战士》（习浩渃）

音乐作品《亲爱的人你最美》（宋秀华、杨万善）

音乐作品《爱在开放》（黄勇智）

音乐作品《时代楷模》（李大明）

音乐作品《最美逆行》（江罗四、杨斌）

音乐作品《天使》（卢伟）

音乐作品《世界有你们才美丽》（王富强）

视频作品《党建领航——全民行动抗疫情》（黄茂如）

评书表演《守规矩，爱自己》（吴德强）

快板表演《抗疫防疾当先锋》（张维前、史俊）

快板表演《众志成城战肺炎》（应楷）

四川金钱板《战疫》（徐文豪）

漫画作品《新父与子》（王鹏）

绘画作品《最美天使》（景建军）

绘画作品《抗战病毒》（余竟豪）

绘画作品《妈妈》（李黎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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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作品《最美逆行者》（王兴印）

书法作品《生命重于泰山》（周正奎）

剪纸作品《武汉加油 战友情》（杨爱民）

剪纸作品《众志成城 我们必胜！》（王仕碧）

优秀奖（300项）

散文《战疫彰显党的伟大》（朱樊刚）

散文《世界美好只因有你点亮》（荣芯）

散文《战疫情 家中“游”》（徐招治）

散文《致敬疫情中的平凡微光》（潘俊屹）

散文《我的直播课堂》（赵立策）

散文《做个美丽的防疫人》（汤云明）

散文《窗外柳树发新芽》（高立祥）

散文《“战疫”保卫战》（李美艳）

散文《春天依然是首动听的歌》（唐熙）

散文《大爱无疆》（李雁）

散文《丈母娘来了》（杨进富）

散文《隔离琐记》（周安勇）

散文《为“风月同天点赞”》（杨明强）

散文《风雨同舟战疫情》（付桂泉）

散文《封……》（何盛龙）

散文《庚子年初，老家记事》（唐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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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庚子鼠年春节前后》（李永康）

散文《湖北，我曾经来过》（黄学清）

散文《今夜有雨》（张培胜）

散文《祖国赞》（全歆雨）

散文《口罩的故事》（牟洪浦）

散文《做一个真正的人》（辜乾刚）

散文《为春天“坚守”——我的疫情防控日记》（柯杨宗）

散文《我的抗疫日志》（蒋碧秋）

散文《我的抗疫日记》（陈德琴）

散文《小镇战疫记》（蔡伟）

散文《一路同行 静待花开》（杜玉梅）

散文《一曲振奋人心的战歌——重读毛主席诗词<七律·送瘟

神>》（孙学元）

散文《疫情下的不平凡》（李婕）

散文《疫情防控中的春天》（陈元昌）

散文《帮助联系社区设卡防疫的心路》（骆志勇）

散文《冬寒渐逝，春暖已来》（张钦洋）

散文《对他们道一声“谢谢”》（洪家兴）

散文《给抗疫一线人员的一封信》（黄可玥）

散文《和孙女宅居的十五天》（郭理坝）

散文《既“宅”之，则安之》（彭曼莹）

散文《寂静之声》（肖宇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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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春天里燃烧的木棉花》（王英）

散文《春在窗外》（蒋延珍）

散文《抗击疫情，志愿者在行动》（付明）

散文《抗疫前线——塘头所》（秦立新）

散文《抗疫不要成为恐鄂，相信未来》（雷寅坤）

散文《来自蝙蝠的一封信》（黄莎城）

散文《坐标厦门 同心抗疫——厦门新闻战线最美逆行者战疫

故事》（王珉）

散文《飘飘的白发》（傅自强）

散文《前线的“守护天使”》（兰清帅）

散文《青山一道济江城 共担风雨暖神州》（倪夏芸）

散文《请记住我的名字》（曾峻虹）

散文《三月与你同行》（马尚平）

散文《在旅途买口罩是怎样的体验》（文艺菡）

散文《诗意宅家》（李凤高）

散文《我给岳母添“麻烦”》（张新文）

散文《万众一心抗“新冠”》（胡瑛）

散文《有一种力量，从未消失》（杨小可）

散文《您摘下口罩后的样子真好看》（欧阳延易）

散文《心存自然》（夏想想）

散文《携手战“疫”，曙光将至》（袁诗钰）

散文《我为疫情防控来出力》（戴宸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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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我愿做这样的人》（陈滢）

散文《相信明天》（向紫涵）

散文《夜空中最亮的星》（苏尧）

散文《一缕阳光》（李敏）

散文《疫情当前，不忘与众心相连》（李育江）

散文《樱花烂漫终有时》（许熠）

散文《走心瞬间 社工眼中的暖心之举》（曾浩、杨秀康）

散文《抗疫英雄：催人奋进的巨大力量》（荣光友）

散文《两次放弃只为“疫”线践初心》（王保强）

散文《审视内心 找回自我——大疫情下的小思考》（王怀林）

散文《愿你凯旋，山河无恙！》（艾雪）

散文《中国人民的坚强与自信》（胡跃宁）

散文《众志成城，何惧风浪》（周乃成）

散文《灾难也是一堂课》（陈剑峰）

散文《中国红》（何语涵）

散文《宅着》（胡敏）

散文《宅家日记摘选》（石竹）

散文《宅家、网课及其他》（杨丽琼）

散文《“宅”在家里过春节》（徐峥文）

散文《中华儿女 同担风雨》（王梦宇）

散文《众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宋文蛟）

散文诗《郑少华，佛光中一面不朽的旗帜》（余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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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是时候了——写在全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之际》（徐澄泉）

散文诗《这个春天，我们以捂紧的方式战斗（外一章）》（黎

均平）

诗歌《英雄回家（组诗）》（江戎天、苏胜）

诗歌《致白衣战士》（陈世利）

诗歌《向英雄的医生致敬》（刘向民）

诗歌《致奋战疫区的白衣天使》（孙雨婷）

诗歌《赞中国速度颂威武之师》（欧阳坤）

诗歌《致敬，默默无闻的抗疫逆行者》（姜红霞、唐长青）

诗歌《致敬“新冠”疫情捍卫者》（陈雨）

诗歌《致敬》（胡旭）

诗歌《致敬白衣天使》（葛瑞源）

诗歌《致敬英雄凯旋》（曹燕辉）

诗歌《致去武汉的你》（陈加春）

诗歌《钟南山》（邢志刚）

诗歌《最美的背影》（戴雅平）

诗歌《最美的逆行者》（范运贵）

诗歌《最美的情话》（杨洁琼、赵立策）

诗歌《最美的身影（外一首）》（刘灵逸）

诗歌《最美清洁工》（梁志丽）

诗歌《“疫”旧·依旧（外一首）》（杨秀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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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我把外公和妈妈都借给你》（田玲）

诗歌《2020年的春节》（彭慧慧）

诗歌《除夕夜的雨》（商西恒）

诗歌《吹响集结号》（张春凤）

诗歌《春的气息》（许兵）

诗歌《春节里的逆行者》（王飞）

诗歌《春天，正踏着寒冷铿锵而行——献给抗疫斗争中伟大

的人们》（唐成斌）

诗歌《春天的脚步（组诗）》（莫小东）

诗歌《春天的三色（组诗）》（王玉婷）

诗歌《春天的太阳》（杨京）

诗歌《大爱瞬间》（吴志强）

诗歌《打好防疫防控战 同舟共济解危难》（张义）

诗歌《大自然的怒火》（陈泰坤）

诗歌《当我们戴起口罩》（许岚枫）

诗歌《等待》（王唐银）

诗歌《待到春暖花开 我们一起去武汉》（张飞）

诗歌《今夜无眠（外一首）》（倪宏伟）

诗歌《奋蹄》（刘中祥）

诗歌《关于疫情（外一首）》（彭英）

诗歌《高举利剑斩毒顽（外二首）》（费尚全）

诗歌《庚子立春记》（谢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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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更漏子·加油武汉》（骆涛）

诗歌《这个春天将别样温暖》（巴山）

诗歌《含泪拥抱》（陈善莲）

诗歌《喝茶战“疫”记》（杨忠）

诗歌《何满子·斗冠毒》（叶绿野）

诗歌《红灯笼在述说》（苟发刚）

诗歌《坚守》（彭燕）

诗歌《江城，坚守乡情》（刘小芹）

诗歌《江城控疫辞（外一首）》（曾江保）

诗歌《江城疫，四川情》（胡德）

诗歌《江城缘遇》（黄炳炎）

诗歌《脚印（五首）》（林克强）

诗歌《较量——献给 2020阻“疫”之战》（张勇先）

诗歌《鹧鸪天·战疫顽（外一首）》（雷廷锡）

诗歌《忆秦娥·武汉战疫》（何锐）

诗歌《请战书，这个春天最动人的花语（组诗）》（冯显茂）

诗歌《总有一种感动让泪水打湿我们的面容——为驱除疫情

的白衣战士作的歌》（郭振栋）

诗歌《去往春天的脚步》（王心泉）

诗歌《守望生命——献给“新冠时期”的白衣战士》（李阳波）

诗歌《守夜阻击冠状年兽（外两首）》（浪子青）

诗歌《天上无雪却下着雪的冬天（外二首）》（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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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为英雄哭了（外一首）》（谯仁蓉）

诗歌《疫情防控，川行天下》（商晓峰）

诗歌《成长日志》（唐秋艳）

诗歌《勇敢是我们的权利，恐惧也是（组诗）》（周健平）

诗歌《背影》（葛权）

诗歌《白衣礼赞》（何更生）

诗歌《白衣天使》（王学丽）

诗歌《决战疫情再腾飞》（贾兴福）

诗歌《逆行的微笑》（邓艳）

诗歌《抗击新冠肺炎赞》（罗石文）

诗歌《空巷里的一束光》（姜维彬）

诗歌《立春寄语（外一首）》（陈军）

诗歌《逆风也要扬帆——记雅安“8·22”水毁堤防建设项目复

工》（雷小亚）

诗歌《逆行，阻击疫情——致白衣天使医者战士》（刘会学）

诗歌《破阵子·暖阳烂漫山河》（洪林）

诗歌《七律·春盼（外一首）》（韦其江）

诗歌《中国力量》（谭清友）

诗歌《等我们可以在春风里拥抱和亲吻（外一首）》（钟立英）

诗歌《请“罩”顾好自己》（余婷）

诗歌《与祖国同行》（杨官国）

诗歌《全民战冠疫（外一首）》（张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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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热血与春风从这里出发》（蔡地）

诗歌《关不住的春色》（林晓波）

诗歌《时光层里，聆听爱》（陶若梅）

诗歌《为“抢人大战”点赞》（余建华）

诗歌《我多想给春天开一张健康证（外一首）》（叶映辉）

诗歌《我要去武汉》（姜向阳）

诗歌《无花果的春天》（颜士州）

诗歌《她们》（李宗世）

诗歌《武汉，加油》（刘波）

诗歌《武汉，你是中国的亚姆村》（代学宁）

诗歌《武汉坚强（外二首）》（吴顺贤）

诗歌《西江月·中西医结合除疫（外二首）》（宋致德）

诗歌《小病毒与大中国——全国抗新冠肺炎有感》（曹永胜）

诗歌《一树桃花从蔚蓝中醒来》（白俊华）

诗歌《一片绿色的回报——什邡抗疫在行动》（王忠礼）

诗歌《一场较量，刀刃干净得不见一滴血》（刘荣魁）

诗歌《新冠之战——新型冠状病毒的末日就要到来》（朱新灵）

诗歌《出征者》（君阁文韬）

诗歌《穿上红马甲的义工（外四首）》（刘顺洪）

诗歌《春望》（黄子函）

诗歌《从电视里找亲人》（侯景岳）

诗歌《大海的祈祷（组诗）》（黄海）



— 33 —

诗歌《等待微笑》（万家利）

诗歌《等疫情过去》（袁昊）

诗歌《给我的孩子——荆楚》（熊晓佳）

诗歌《共克时艰（外二首）》（鄢传瑞）

诗歌《滚蛋吧，新冠君》（袁国）

诗歌《火神山传奇》（沈仕林）

诗歌《汗渍渍的工衣》（袁斗成）

诗歌《坚强后盾（外四首）》（张绍国）

诗歌《检讨书（外一首）》（何骑鳌）

诗歌《抗疫，我们在路上（诗二首）》（王英）

诗歌《抗疫必胜（外三首）》（刘沐夏）

诗歌《抗疫赋》（蒋心悦）

诗歌《抗疫赋》（施浩）

诗歌《抗疫歌》（萧隆强）

诗歌《黎明在望》（陈贤周）

诗歌《妈妈，我快要回家》（曾德超）

诗歌《南山颂》（郭毅）

诗歌《南山颂（外一首）》（扁舟）

诗歌《口罩留在脸上的印记是上天送给白衣天使最美的花纹

（外一首）》（余元英）

诗歌《天涯若比邻》（蒋龙）

诗歌《逆行》（蒋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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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逆行，最美的身影》（牛保军）

诗歌《逆行的血脚印，串成生命的诗句(组诗)》（李小庆）

诗歌《逆行者》（孟凡武）

诗歌《逆行者礼赞——献给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同胞》（陈张帆）

诗歌《农民的道歉书》（赖杨刚）

诗歌《暖流（组诗）》（张轩宇）

诗歌《时光偶然放大了一个人的背影》（韩熠伟）

诗歌《盼春》（黄葛）

诗歌《人民向白衣天使致敬》（贾文）

诗歌《三月的希望》（胡婷雯）

诗歌《沁园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外二首）》（吴康）

诗歌《破晓》（董圆圆）

诗歌《七律·战疫》（张世渝）

诗歌《披荆斩棘抗疫情》（刘玉林）

诗歌《是你为我在护航》（王旭）

诗歌《书写胜利》（王思萌）

诗歌《疏影（大国擒魔）》（林海）

诗歌《四川赴鄂医疗队写生（四首）》（向明月）

诗歌《万众一心抗疫情》（杨雯）

诗歌《我爱这最美的颜色》（罗学娅）

诗歌《为抗疫者而歌》（张岚）

诗歌《我不是不愿意歌颂美好》（符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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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我的城市生病了》（刘子耕）

诗歌《我多想看看你的脸》（温江水）

诗歌《春天的口罩正慢慢揭开》（黄桐熊）

诗歌《我想出门走走》（车宇平）

诗歌《五心谣》（姜红霞、唐西北、邹永祺、唐长青）

诗歌《武汉，我多想见你》（周小燕）

诗歌《武汉，走过冬天》（何永革）

诗歌《武汉是我心中的英雄汉子》（王钰婷）

诗歌《你是谁》（莫欠恒 ）

诗歌《巨峰矗立阻挡新型冠状病毒向大地席卷起暴风雪》（蒋

元顺）

诗歌《心墙》（徐文洁）

诗歌《心愿》（韦唯一）

诗歌《新“川军”出川》（武家荣）

诗歌《新冠病毒是最大的明星》（黄昭龙）

诗歌《信仰》（李仕民）

诗歌《阳光终破隙》（陈洪）

诗歌《疫情贴》（张雅莉）

诗歌《英雄的春天已到来》（钟远锦）

诗歌《莺啼序·致敬一线抗疫者（外一首）》（赵国洪）

诗歌《拥抱胜利》（姚郡茹）

诗歌《岸》（谯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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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书香，照亮诗和远方（外六首）》（王光佑）

诗歌《战新冠毒魔》（鄢平）

诗歌《战疫情》（王世华）

诗歌《中华必胜》（焦可庆）

诗歌《最美春光》（胡方）

诗歌《全民战“疫”》（郑德星）

小说《这次又失败了》（常锦芬）

小说《一场本不该有的判决》（何平）

小说《口罩》（王琴）

小小说《战场没有眼泪》（方仲贤）

小小说《山旮旯吃酒》（董勇）

纪实文学《疫情就是战场 使命就是战胜》（朱小根）

纪实文学《疫情就是命令 责任扛在肩——记沐川县大楠镇政

法委员蒙骏》（罗功臣）

纪实文学《“珍姐”关爱小组》（江梓豪）

纪实文学《疫情中有您初心的坚持》（何剑、谢建平）

纪实文学《旺苍战“疫”》（杨奎昌）

纪实文学《同舟共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我的驻村抗

疫日记》（晓宇）

纪实文学《守境安民保平安》（潘凌）

纪实文学《“疫”路李花开》（甘元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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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为织一方防控网，身怀六甲走山崖——记金堂县

五凤镇疫情防控宣传员何敏》（刁觉民）

纪实文学《身边好人》（谢学林）

纪实文学《在党旗飘扬的地方——记屏山中学党员先锋队志

愿者奚远航》（赵聆琳）

纪实文学《成都市武侯区政府办与五七〇一厂社区共同战

“疫”》（徐敬国）

纪实文学《抗击疫情，社区“娘子军”冲锋在前》（邱金国）

纪实文学《只为彝乡春更暧——战斗在彝乡疫情战线的白衣

天使工作笔记》（王姜莉）

论文《新冠肺炎防疫期对卫生应急物资配送的思考》（谢建

平、何剑）

论文《“疫情时期”中小学生戴口罩开展校园体育活动的探索》

（余远江、彭凤岑）

三句半《保护野生动物》（肖水泉）

小品《拦车》（侯家赋）

歌词《时代天娇》（周世伟）

四川评书《抗击病毒》（刘欣）

摄影作品《防疫一线的父女档 错过了见奶奶最后一面》（冯敏）

摄影作品《感谢（丹棱县留观治疗人员出院时向医护人员致

谢）》（彭泽亮）

摄影作品《留下你们忙碌的身影》（唐福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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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作品《成都熊猫基地园区内消过毒的专用客车》（黄炳炎）

诗歌朗诵《风，也有使命——致志愿者们》（杨庆、宋彧）

诗歌朗诵《祈祷》（胡正祥、宋彧）

音乐作品《挺身而出》（马冬生、买波涛）

音乐作品《坚决打胜抗疫阻击战》（李文成）

音乐作品《祖国的英雄》（别广东）

音乐作品《谁最美》（温莉娟、贾海波）

音乐作品《白衣战士，爱的天使》（宋秀华、曾国盛）

绘画作品《抗疫英雄李文亮》（温泽辉）

绘画作品《请战书》（袁大成）

绘画作品《整装待发》（黄建军）

绘画作品《战疫》（王秀行）

绘画作品《拯救 2020》（张明志）

绘画作品《人民卫士——钟南山》（杨良义）

剪纸作品《最可爱的人》（张进福）

书法作品《援武汉抗病毒、武汉加油、天佑中华、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王皖军）

书法作品《武汉雄起》（邓长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