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疫”家书》征文大赛获奖名单（成人组）

一等奖

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名称

1 李兆奇
南京师范大学青岛附属学校（崂山区

汉河小学）

上好“宅家”思政课——写给家长们的一封

信

2 韩晓丽 青岛西海岸新区辛安小学 致吾生

3 姜彦华
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交通警察大

队上马中队
对不起，爸爸失约了

4 郑菲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感谢信

5 丁星梅 青岛西海岸新区区立医院 致爸妈的一封信

6 丁宁 青岛海洋技师学院
一封家书——寄给战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一线的逆行者

7 王本科
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分公司
给妻子的一封家书

8 王筱谦 莱西市马连庄镇唐家庄中学 给女儿的信

9 朱晓玲 青岛大学路小学 致疫区小朋友的一封信

10 张仙峰 写给妹妹的一封信

11 孟莎莎 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援鄂医疗队 我们都要有一颗坚定的中国心

12 赵琳 青岛十七中 与夫书

二等奖

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名称

1 黄美玲 即墨市第二实验小学 生命之垒

2 夏信英 胶州市胶西镇苑戈庄 在战“疫”中成长 ——致孩子的一封信

3 刘在娥 富春江路小学 学生家长 写给我孩子的一封信

4 张小青 青岛超银小学 十年后，请亲启

5 徐玮 青西新区人民医院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

6 孟庆纲
那份思念的坚持——写给女儿的“战疫”家

书

7 徐金爽 感谢信

8 曾金花 胶州北关中心幼儿园 写给抗疫一线老公的一封家书

9 张兴瑞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行宫一里 写给战斗在抗疫一线军人的一封信

10 张君 山东泰安市作家协会会员 写给逆行者们的诗

11 逄群 青岛黄海学院 战疫家书

12 闵祥霞 黄河路小学 战“疫”家书

13 董亚洲 山东省青岛监狱 给妈妈的一封信



14 李艺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

所

回不去的家 隔不断的爱——给妈妈的一封

信

15 孙怀亮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

所
筑牢战“疫”防线——给爸妈的一封信

16 赵云霞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

所
给妈妈的一封信

17 许文新 青岛工贸职业学校 致抗“疫”前线的白衣天使

18 张雪娇 青岛市胶州中心医院 给孩他爸的一封信

19 高茜 青岛海慈医院
给老爸、老妈的一封信——《请原谅我的不

辞而别》

20 张艳 《千言万语，唯有“珍重”二字》——与夫书

21 宋宇
青大附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张继东的

丈夫
你是我的英雄

22 邵娟 崂山区汉河小学
战“疫”一线飞来的不一样的家书——闺女，

等妈妈回家

23 耿千蕙 青岛实验高中教师 我们替您心疼 也为您自豪

24 王博文 天津体育学院艺术学院 给爸爸的一封信

25 王立群 青岛实验初级中学班主任 优秀的你一定会让他们放心

26 夏梦晓
青岛西海岸新区山水新城幼儿园教

师
写给女儿的一封家书

27 张乃君 《“后方”一切都好，盼你早日凯旋》

28 王君伟

青岛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开发建

设指挥部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写给

女儿的一封信

29 章庆生 中共青岛市委网信办 致乐一同学的一封信

30 陈新 青岛六十六中 一名英语老师给高中学生的信

三等奖

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名称

1 高圣先 莱西市实验中学 致口罩君

2 常小龙 基隆路小学 学生家长 写给孩子的一封信

3 薛芳 富春江路小学 学生家长 “疫”战到底：做好疫情防控的勤务兵

4 丁春美 青岛西海岸新区大村小学 写给农村孩子们的一封信

5 杨军燕 青岛韩山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致敬祖国：风雨见彩虹，天耀大中华

6 由华玮 胶州市第十中学 致武汉的一封信

7 张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跨越寒冬与疫情，以爱和守护点亮希望

8 郑涵予 振华教育集团 给孩子的一封家书

9 吴仕现 疫情之下，写给孩子的一封信

10 张琪 青岛军民融合学院 战“疫”家书——写给我的儿子



11 李小涵 胶州北关中心幼儿园 给所有逆行者的一封信

12 杨子萱 青岛西海岸新区香江路第一小学 给宝贝 Yuki 的一封家书

13 张晓凤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实验小学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写给

儿子的一封信

14 宋璐德 即墨区温泉皋虞小学 写给孩子们的一封战役家书

15 周绍静 莱西市实验中学 写给春天的信

16 王欣 青岛第六十五中学
我的心曾悲伤七次 ——写给我北斗七班的

孩子们

17 胡文清 青岛军民融合学院
感恩新时代，铭记爱与希望——致同学们的

一封信

18 闫金军 致我入世不经一年的儿子

19 张靓
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金湖路派出

所
战“疫”家书

20 徐俭雷 青岛西海岸新区王台初级中学
独处中积蓄力量，六月里华丽绽放》——写

给我的初三学生们

21 赵炫 红岛人民医院 最美天使——写给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

22 李云峰
给医护人员的一封信——致敬最美“逆行

者”

23 刘树志 崂山区人武部
给孩子的一封信——疫情教会你“感恩、信

仰和成长”

24 温妍 青岛大路小学 给身在湖北疫区孩子的一封信

25 韩胜男 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 岁月静好，因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26 刘伟 青岛市城阳第四中学 携手并肩战“疫”情

27 武淑花 即墨区温泉中心小学 感谢信

28 林祥 胶州市中云街道办事处西城名筑 武汉，听我对你说——写给武汉的一封信

29 张婧 青岛贵州路小学
眼前发生的一切，就是最好的教科书 ——

致 6.1 中队孩子们的一封信

30 金小杰 平度市大泽山镇长乐小学
写给孩子们的一封信——愿你们时刻保持

一颗“英雄心”

优秀奖

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名称

1 冯娣 青岛西海岸新区辛安小学 给学生们的一封信

2 牟丽洁 青岛西海岸辛安小学 给孩子们的一封信

3 姜倩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致青附 1908 小分队孩子们的一封信

4 修晔子 青岛市即墨区温泉社生小学 写给孩子们的一封信

5 孙珩铨 即墨区温泉中心小学 致敬最美逆行者

6 时洋洋 即墨区温泉皋虞小学 致武汉医护人员的一封信

7 葛晓明 江山路第一小学 我在江一等你们



8 戴湘桐 青岛西海岸新区江山路第一小学 草木蔓发 春山可望

9 王大杰 即墨区长江路小学 写给女儿的一封信

10 韩海燕 长江路小学 给孩子们的一封信

11 王建宁 即墨区温泉皋虞小学 致亲爱的孩子们

12 王国龙 青西新区海军小学 一封“家书”

13 袁程 青岛西海岸航海职业学校 致父母

14 张胜男 青岛格兰德小学 追寻最亮的星

15 郭鹏 胶州市第六中学 写给学生们的一封信

16 马海兰 青岛优抚医院 写在“二月二”的家书

17 车雪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写给香小二年级四班孩子们的一封信

18 于莲贞 鳌山卫卫生院
一封家书——致敬鳌山卫卫生院全休姐妹

们

19 王伟革 鳌山卫卫生院神汤沟卫生室 给孩子的一封信

20 梁丽霞 中德应用技术学校
在疫情中成长自己——写给湖北籍学生柯

智源的一封信

21 徐洪江 青岛军民融合学院 感谢青融学院财贸双全的家人

22 王得笙 青岛西海岸航海职业学校 对不起，我没有长成您想要的大英雄

23 高圣先 莱西市实验中学 写给汉河小学五（1）中队的少先队员们

24 石惠姗 海慈援鄂医疗队员 ICU 致口罩君

25 张正寿 青岛海慈医院 与妻女书

26 臧蕾 青岛大路小学 写给孩子们的一封信

27 刘婷婷 青岛大路小学 给小朋友们的一封信

28 曹磊 即墨市人民医院 给孩子的一封信（进入应急发热病房前夜）

29 宁昌鹏 青岛市市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抗“疫”时期写给儿子的家书

30 宋勇刚 即墨区人民医院 写给即将出生的二宝的信

31 潘清文 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 给孩子的一封信

32 丁洪梅 红石崖街道办事处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33 石照全 青岛军民融合学院 学生家长 写给孩子的“战疫家书”

34 王雯雯 齐鲁师范学院 致医护人员的一封信

35 董秀格 战“疫”家书

36 尹梅 青岛西海岸新区王台初级中学 致莘莘学子的一封信



37 程璐 青岛交通职业学校 写给老公的一封信

38 刘宏 青岛市市南区应急管理局 写给家人的一封信

39 庄桂明 写给庄容笑的信

40 李晓庆 阅文集团 写给十年后的小豆子

41 李爱芳 莱西市河头店镇南岚中学 给学生们的一封信

42 朱承超 海军青岛特勤疗养中心 战胜疫情的路上收获成长

43 菅文静 青岛西海岸新区弘文学校
躬身入局 落子无悔——写给奋战在疫情前

线的“战士”

44 任伟 青岛海洋技师学院 给同学们的一封信

45 孙淼 市南区实验小学学生家长 写给孩子的一封信

46 姚淑莹 青岛海诺双语学校 给孩子们的一封信

47 张晓裕 青岛古镇口海军中学
“你也可以温暖别人”——给海军中学孩子

们的一封信

48 李铮家长 青岛 57 中 逆行者可贵顺行者可赞

49 隋秀伦 写给孩子们

50 赵英英 青西新区海军小学 致敬最美逆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