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疫”家书》征文大赛获奖名单（学生组）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年级 作品名称 

1 赵伊诺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

中学 
  漠漠写给父亲的话 

2 李佳艺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

中学 
  愿冬去，暖春来，已新篇 

3 徐杰 青开四中   有一种美好唤起我——致敬白衣天使 

4 于禾 城阳区第二实验中学 9 致最美逆行者 

5 郭明晨 青岛一中 18 级 致在家中自我隔离的自己 

6 刘兴宇 青岛西海岸新区胶南一中   写给亲爱的妈妈 

7 王楠 青岛商务学校 8 致抗疫一线医护人员们的一封信 

8 刘嘉玥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六中学 8 抗击疫情，让我懂得了更多 

9 宋盈潓 莱西市实验中学 初四 写给特警哥哥的一封信 

10 冷晟玮 青岛九中 高二 写给亲爱的爸爸妈妈 

11 陈怡霏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八年级 写给亲爱的小口罩 

12 高明瑾 青岛第三十七中学  学生组 讨病毒檄文 

13 刘昭成 青岛市第二十六中学 初三六班  致在抗击新冠肺炎工作一线的爸爸 

14 辛文渊 青岛三十九中 初三 5 班 致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父亲  

15 胥昕妤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写给我亲爱的姑姑 

16 薛钦文 
青岛西海岸新区富春江路

小学 
503 班 妈妈，您辛苦啦！ 

17 王雅楠 青岛国开实验学校   致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岛城市民 

18 姜子怡 青岛九中 高二八班 三月写给樱花的情书 

19 付佳茵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

中学 
  愿历此坎坷，山河可无恙，人间皆平安 

20 魏晓宇  青岛海信学校   
疫情无情 人间有爱——赞抗击疫情女英

雄 

21 徐尚  山东大学法学院   致彭银华医生孩子的一封信 

22 吴琳琳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   
病毒桀桀处，仍见华夏情——写给病毒的

一封信 

23 王佳禾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24 韩尚霖 
青岛西海岸新区香江路第

一小学 
503 班 致姥姥的一封信 

25 王馨雅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实验初

级中学  
801 写给爸爸的一封信 

26 马金昊 青岛超银中学    家书 

27 帅许可 
青岛西海岸新区珠江路小

学  
六年级 给“雷锋”的一封信 

28 陈颖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三高级

中学 
高三 每个冬天的句号都是春暖花开 



29 袁鹤匀 
青岛西海岸新区富春江路

小学 
五年级 抗疫最前线，家书抵万金 

30 韩茹茹 
青岛市即墨区温泉南行小

学 
  致最美逆行者的一封信 

31 黄思颖     春风卸战甲，英雄别黄冈 

32 秦梓原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应用

技术学校 
  白色希望—White Hope 

33  王腾腾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应用

技术学校 
  写给抗击疫情的老爸 

34 张玉涵 青岛超银小学 四年级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35 傅月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 致奋斗在一线的武汉医护人员 

36 孙昊 山东大学   给发条女孩桃子的一封信 

37 苟杨睿     庚子年疫与诸君书 

38 邴嘉禾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战“疫”动员 

39 赵雨桐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写给亲爱的白衣天使 

40 全家熠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2018 级 5班 用担当扮靓青春底色 

     
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年级 作品名称 

1 刘沛芸 青岛古镇口海军中学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写

给白衣天使们的一封信 

2 薛文璐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

中学 
  写给陌生女孩的一封信 

3 罗帅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

中学 
  致追光者的一封信 

4 许心禾 西海岸新区育英小学   亲爱的陌生人 

5 刘昭国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致父亲、姐姐的一封信 

6 艾雅慧 青岛商务学校 18 级 致我生活中的“战士”们 

7 刘敏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 19 级 致交警老爸的一封信 

8 赵梦影 山东大学法学院   尊敬的抗疫英雄们 

9 范观昊 
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

学 
  写给亲爱的父亲 

10 侯嘉浩 青岛市实验小学 5 写给我的医生爸爸 

11 王檀晰 南京路小学 6 奋战在一线的工作者们 

12 周宇涵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致生命中最可爱的人 

13 徐睿宸 
青岛市市北区国开实验学

校 
7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14 高暖扉 青岛海信学校 7 给未来的自己 

15 李家宁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写给亲爱的爸爸妈妈 

16 陈思宇 第二实验中学   给亲爱的爸爸妈妈 

17 刘子木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九年级 致我人间的三月天 

18 张浙鲁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学生组 写给我未来的子女的一封信 

19 张铭嘉 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小学 三年级 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20 韩旭 青岛一中 学生组 致老爸的一封信 

21  吕婧 山东省青岛第十五中学   写给抗疫一线的爸爸的一封信 

22 张文桐 青岛九中 2019 级 4班 写给奋斗在一线的姨姥姥 

23 徐婉旖 青岛中学    给敬爱的老爸 

24 王亦木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写给我的爷爷 

25 尹欣如  胶州市实验小学   白衣褂，破楼兰，赤子切记平安还！ 

26 傅嘉禾 胶州市第十中学   疫情期间致家长的一封信 

27 王子昂 胶州市第六中学   
岁月静好，是因你们负重前行——致无名

英雄的感谢信 

28 刘瑾萱 青岛市崂山区育才学校 二年级九班  给爸爸的一封信----我也想捐款 

29  葛一凡 青岛市实验小学 五年级六班 
谁言寸草心？ ——一个小学生的战“疫”

日记 

30 彭文菁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四初级

中学 
  请你照亮那里，那可爱的中国 

31 赵蔚然  青岛 37中   给表弟的一封信 

32 王俊杰  青岛第十九中学   致英雄武汉 

33 郑明慧  
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

学  
高一 22 班 写给爸爸的一封信 

34  祁奥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给姥爷的一封战“疫”家书 

35  孙菲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学   致张霓——我们共同守护大伯 

36  纪文阁 胶州市第七中学   病疟桀桀危亡处，吾心灼灼护国安 

37 徐佳睿 
 即墨区第二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2018 级美术 1

班 
给武汉姑姑的一封信 

38 王欣然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六初级

中学 
  两个信筒 

39 蓝浩元 青岛嘉峪关学校  六年级 2班  致亲爱的爸爸 

40 左嘉乐 
青岛西海岸新区香江路第

一小学 
507 班  写给小姨的一封信 

41 王珂珩 超银中学    致爷爷奶奶的一封信 

42 董彦婕 莱西市实验中学 初三 致广大的医务工作者 

43 孙嘉一 
青岛西海岸新区珠江路小

学 
六年级 爱在阳春里 

44 姜在熙 青岛实验初级中学   写给亲爱的妈妈 

45 龚厚杰 
青岛新海岸新区崇明岛路

小学 
六年级六班 春暖花开，你可安好 

46 解阳 青岛黄海学院   战疫家书 

47 王思程  青岛广雅中学   等春来，我们好好拥抱 

48 王邻涵 青岛银海学校  3.6 给武汉小伙伴们的一封信 

49 魏宗宝 青岛黄海学院    一封感谢信 

50 王耀泽  胶州市第七中学 九年级二十七班 写给逆行者的一封信 

51 段佳蕙  莱西市实验学校   致钟南山爷爷的一封信 

52 刘格瑞     谢谢您！每一个您！ 

53 刘博文 青岛海诺双语学校 三年级九班 致最美逆行者的一封信 



54 
  张姝

媛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三班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55 姚嘉亮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五班 战“疫”家书 

56 张昆懿 胶州市第七中学   致爸爸你妈妈的一封信 

57 张梓涵 青岛超银小学 四年级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58 李宗耀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五年级 致医护人员的一封信 

59 刘彦均 青岛超银小学 四年级 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60 辛佳琦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祖国的一封信 

61 邴一彤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给中国的一封信 

62 苏慧如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在抗疫一线的逆行者们 

63 李京泽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只为了更好的遇见--写给我的老师 

64 陈丹妮 胶州市第七中学   致"最美逆行者"的一封信 

65 杨晶雯 山东省青岛三中   亲爱的青岛市疫情志愿者 

66 初少杰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写给亲爱的爸爸 

67 冯思瑗 青岛市崂山区浮山小学   疫情过后，我陪您回武汉看樱花 

68 史翔之 青岛九中   致亲爱的三姨夫 

69 刘青宇 青岛鞍山二路小学 五年级 5班 写给妈妈的一封信 

70 姜逸苒 青岛海诺双语学校   给警察爸爸的一封信 

71 李淼可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初三 16 班 写给我家的最美逆行者 

72 宋怡萱 青岛四十二中   “高大上”的爸爸 

73 张舜尧 青岛榉园学校   二百颗瓜子 

74 周弘毅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一双手的意义 

75 姜雨禾 青岛萃英中学   写给亲爱的妈妈 

76 姜伯涵 胶州市瑞华实验初级中学   爸爸的逆行本色 

77 王海冉 青岛三十七中   岁月静好，只因有您负重前行 

78 王馨悦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我身边的抗“疫”铿锵玫瑰 

79 张恬 青岛第九中学   写给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80 
武祺楷、武

祺菲 
青岛市实验小学 三年级 致敬！勇敢的逆行天使 

     
  三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年级 作品名称 

1 王少凡 莱芜一路小学   我长大了 

2 徐雅婷 博文中学七年级   万众一心 抗击病毒 

3 于正飞 西海岸新区辛安小学 六年级四班 加油中国 加油武汉 

4 张艺萱 基隆路小学   致抗击肺炎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们的一封信 

5 万何国一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

中学 
  这样的人让我敬佩 

6 符雨馨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

中学 
  

致敬最可爱的您们——春光向暖，风吹云

散 

7 刘子铭 银海国际学校 409 班 写给所有华夏同胞的抗“疫”家书 

8 曾浩博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

中学 
  致敬最美逆行者--感谢信 



9 谭文婕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海尔学

院 
2019 级 感谢祖国 

10 牟子彧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8 级 病虐桀桀危亡处，汝心灼灼护国安 

11 丁吉润 青岛基隆路小学 6 写给终南山爷爷的一封信 

12 邱悦悦 青岛农业大学   写给英雄志愿者们 

13 鲍城君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四初级

中学 
  致祖国 

14 黄子仪 
山东青岛即墨实验高级中

学 
高二 写给敬爱的哥哥 

15 王吉锟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1 我不知道，你是谁？ 

16 丁馨竹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四初级

中学 
  写给亲爱的祖国母亲 

17 庞钧文 青岛太平路小学 6 给同学的妈妈（最美逆行人）的一封信 

18 何昊嘉     给武汉的一封信 

19 徐璐 青岛城阳第三高级中学 高三 给敬爱又亲爱的医务人员的一封信 

20 曹心怡 青岛银海学校 5 战“疫”家书 

21 马誉铭 平度市经济开发区小学   写给妈妈的一封信 

22 满倩如 青岛太平路小学 6 写给豆豆小朋友的一封信 

23 张敬轩 珠江路小学 5 给抗疫医生的一封信 

24 董垣杉 青岛西海岸新区实验中学 学生组 写给我亲爱的父亲 

25 刘澍源 青岛鞍山二路小学 三年级 致毛遂先生 

26 孙晔晖 青岛第一中学 高二 写给敬爱的医护人员 

27 沈聪业 
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

学 
学生组 写给我的妈妈 

28 杨智涵 青岛九中  高一 写给我要感谢的您 

29 崔雅宁  青岛太平路小学  二年级 写给亲爱的妈妈 

30 王奕辰  青岛市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学生组 致最美的逆行者 

31 苑艺馨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六年级 写给亲爱的表姨 

32 程乐骏 青岛中学    写给我的哥哥 

33 王峰晓 山东省青岛第 68中学    写给我的医生爸爸 

34 王子辰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写给亲爱的老爸老妈 

35 李欣桐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写给亲爱的刘超阿姨 

36 任泓旭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七年级四班  给姨妈的一封信 

37 王鑫坤 青岛中学    写给我的爸爸妈妈 

38 陈立松 青岛中学    给亲爱的爷爷奶奶 

39 宋禹婷 胶州市第七中学   致社区服务人员的感谢信 

40 王景萱 山东青岛实验初中   甘肃会宁县太平店镇大川小学的同学们 

41 王鑫 胶州市第十中学   致最美“主播”们的一封信 

42 孙一诺 富春江路小学 五年级 2班 给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43 梁梓宸 富春江路小学 503 平凡的奉献 

44 隋赛育 胶州七中 八年级二十三班 致最可爱的人 

45 任浩铭 
 青岛西海岸新区富春江

路小学 
602 班 战“疫”家书 



46 于小雨 青岛黄海学院   
冬日里的一抹阳光——致抗疫一线的医护

人员 

47 王宇彤  青岛五十七中学   致亲爱的婶婶 

48 王晶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

中学 
907 班 致敬基层疫情防控人员，致我亲爱的妈妈 

49 李昱晓 青西新区灵山卫中学   致你们，所有奋斗在一线的逆行者 

50  刘珈聿 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小学   别让疫情阻挡了我们的学习 

51 陈纪宇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

中学 
  让我紧紧地拥抱你 

52 陈宇轩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

中学 
  那一天 ， 值得等待 

53  王艺凯 青西新区灵山卫中学   
他们说——写给每一位奋斗在一线的医护

人员 

54 刘梦瑶 胶州市里岔小学 四年级 2班 妈妈，你教会了我...... 

55 郭洛涵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以吾辈青春·创复兴中国 

56 许睿  青岛幼儿师范学校   万众一心，心手相牵 

57 马一赛  青岛幼儿师范学校   致“打妖怪妈妈”的一封信 

58  唐正润 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小学 
2014 级六（一）

班 
一封倡议书 

59 刘子瑶 香港路小学    致未来的我 

60  曹濖滢 青岛西海岸新区隐珠小学   写给爸爸的一封信 

61 刘莹莹  青岛通济实验学   山河无恙 人间皆安 

62  孙鹤瑄   四年级六班 给爸爸的家书 

63 隋姗珊 胶州市第七中学   写给亲爱的爸爸妈妈 

64 徐萱容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2017 级 1班  
风里雨里，共待樱花开——致武汉市民的

一封家书 

65 李佳凝 青岛市实验初级中学   
平凡如你，温暖如光——写给爸爸的一封

信 

66 夏如鑫   高一 21 班 写给亲爱的哥哥 

67 姜金伶   莱西市滨河小学 四年级一班 给姑姑的一封信 

68 宋馨     抗击疫情——致战斗在公交一线的爸爸 

69 陈建玮 青岛西海岸新区胶南一中  208 班  抗疫家书—致十年后的我 

70 张芮溪 青岛第二中学 高二 感谢信 

71 丁飞宇 西海岸大村小学 四年级 致亲爱的医生、护士 

72 高如萱 莱西七中 初二 给医生的一封信 

73 于智全 青西新区第三高级中学 学生组 关于新冠病毒寄全体同学的一封信 

74 卜嘉洋 
青岛西海岸新区珠江路小

学 
五年级 战“疫”家书 

75 杜琪贞 胶州市第七中学 学生组 春满大地，大爱无疆 

76 张德成 胶州十中 学生组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到——致老师的一封

信 

77 韩昌霖  富春江路小学 四年级 致姑姑的一封信 

78 孙菁依 金门路小学 五年级一班 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79  张越玲 
青岛新海岸新区崇明岛路

小学 
  至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80 王文洁 青开二中 305 待到樱花烂漫之时 

81 王晓茜 胶州市第十五中学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82 刘丽媛 青岛西海岸新区港头小学   风雨同舟 共抗疫情感谢信 

83 姜雪妍 莱西市实验中学   写给武汉抗疫第一线医生的一封感谢信 

84 李林阳 青岛西海岸新区弘文学校 602 班 感谢您，老师 

85 魏俊洋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应用

技术学校 
  我们来一个约定 

86  马晓迪 青岛西海岸新区弘文学校  405 班 致抗“疫”爸爸的一封信 

87 刘吉祥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应用

技术学校 
  致李会勇医生的一封信 

88  逄寒冰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十初级

中学 
  你们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89 于淼淼 莱西市实验学校   
心有锦缎，白衣逆行——致抗疫一线青年

医护人员的一封信 

90 高义恒 青岛银海学校   6.1 给妈妈的一封信 

91 孙源蔚 青岛嘉定路小学    致亲爱的妈妈 

92 纪奕月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十四班 致勇士们的一封信 

93 薛皓临 青岛超银小学  二年级二班  给医护人员们的一封信 

94 姚嫣然 青岛二中分校 2018 级 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渡不过的河 

95 苗天盛 青岛市城阳区第十中学 七年级八班 致父母的一封信 

96 贾婕菲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九班 致白衣天使 

97 黄毅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十一班 写给白衣天使的信 

98 邴娅男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九班 致医护人员的一封信 

99 徐涵熙 青岛超银小学 四年级 致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100 宫雨泽 青岛超银小学 一年级 尊敬的一线疫情防控工作者 

101 孟响 青岛超银小学 五年级 给岛城最美逆行者的一封信 

102 王骞亦 青岛超银小学 四年级 致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们 

103 田凯莹 青岛超银小学   致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叔叔阿姨们 

104 杨梓源 青岛超银小学 五年级 致妈妈的一封信 

105 孙灏曦 青岛超银小学 二年级 给弟弟／妹妹的一封信 

106 王璇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青初级

中学 
  人间长安，感谢有你 

107 郭越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致所有小学生的一封信 

108 梁士铎 青岛船院   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109 纪睿雯 青岛六十八中 高二 3 班 战“疫”家书——致我亲爱的父母 

110 王江雪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给佘莎姐的一封信 

111 石皓元 胶州市实验小学 四年级 1班 写给爸爸的一封信 

112 臧杰 香港路小学   
向科学要答案——致敬，战役一线的科技

工作者 

113 韩荣佳 青岛香港路小学   妈妈，我想对你说 

114 孙小禄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115 张馨文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116 杨慧茹 
青岛西海岸新区富春江路

小学 
601 班 给抗疫一线姐姐的一封信 

117 郑雅婷 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小学 二年级 你去了哪里 

118 李嘉辉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敬爱的一线医护人员们的一封信 

119 张家梁 超银小学 五年级 2班 寄祖父的一封信 

120 张金一 胶州市第七中学   致尊敬的抗议医护人员 

     
优秀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年级 作品名称 

1 杨煜润 莱芜一路小学   写给亲爱的妈妈 

2 李涵卿 莱芜一路小学   致敬逆行英雄 

3 周梓涵 莱芜一路小学   写给亲爱的妈妈 

4 孙钰婷 莱芜一路小学   写给尊敬的白衣天使 

5 陈业轩 莱芜一路小学   感谢亲爱的你 

6 郑烨彤 莱芜一路小学   一封抗“疫”家书 

7 刘津萌 莱芜一路小学   致所有为防控疫情做出贡献的人 

8 吕昕凝 莱芜一路小学   一封家书 

9 杨可馨 青西新区博文初级中学 引航 1 班 最美逆行者 

10 毕锦鹏 西海岸新区育英小学   致张院长的一封信 

11 姚知菲 青岛基隆路小学   写给“爱玩手机”的爸爸的一封信 

12 郭苏瑶 基隆路小学 五年级四班 写给最美逆行者的一封信 

13 刘畅 青岛基隆路小学   给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14 刘嘉瑞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第一小

学 
五（2） 写给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15 邵家华 即墨区潮海第一小学 六（3） 写给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的 

16 姚茜文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

中学 
  这样的人让我敬佩 

17 钟诺言 青岛基隆路小学 六.5 班 感谢您，白衣战士 

18 姜培琳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

中学 
  春天一定会到 

19 禚思彤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

中学 
  最美的逆行 

20 陈柯宇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

中学 
  给肇事者的一封信 

21 高子贺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

中学 
  共克时艰，期待春来 

22 张皓勐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

中学 
  与初心相伴，静守花开 

23 陈雅彤 青岛西海岸新区辛安小学   致伟大的英雄 

24 杨竣翔 城阳区第二实验中学 9 致敬“逆行者” 

25 洪玉琦 定陶路小学   写给亲爱的舅舅 

26 秦子涵 定陶路小学 6 致敬最美的逆行者 



27 王正晟 定陶路小学   致敬最美逆行者们 

28 朱骊安 青岛 67中 高一 写给妈妈的感谢信 

29 陈风起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高二 致姨妈的一封信 

30 崔凯 青岛一中 18 级 给爷爷的一封信 

31 聂圣洺 青岛一中 19 级 一封致战“疫”前线英雄的感谢信 

32 宋若雨 青岛一中 20 级 以白色铠甲，守生之希望 

33 刘美彤 青岛市即墨区萃英中学 9 敬爱的社区志愿者 

34 王天裔 青岛实验初级中学   致为疫情无私奉献的英雄 

35 马艺菲 崇德小学 5 这个春天 

36 刘晓晓 青岛西海岸新区胶南一中   写给李文亮医生 

37 李宏昌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四初级

中学 
  给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38 邓雪孜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四初级

中学 
  亲爱的 2020 届考生 

39 王嘉和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四初级

中学 
  写给亲爱的舅舅 

40 张文硕 即墨区萃英中学 高一 敬爱的平凡英雄们 

41 刘昭瑜 宁夏路小学 4 写给亲爱的姐姐 

42 崔娉源 青岛超银小学 6 致抗疫一线医护工作者的一封信 

43 宋振振 即墨市萃英中学 高一 致最美的逆行者 

44 迟安琪 山东省青岛市第三中学   写给亲爱的爸爸妈妈 

45 陈奕睿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第四初

级中学 
  写给亲爱的爸爸妈妈 

46 刘怡漩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四初级

中学 
  写给亲爱的医护人员 

47 
王思翰 王

思诺 
青岛大学路小学 6 致青岛最美逆行者的一封信 

48 郑煜彤 青岛海诺双语学校 2 写给武汉人民的一封信 

49 嘉依 
青岛市李沧区海诺双语学

校 
4 给亲爱的老爸一封信 

50 徐子雯 青岛市幼儿师范学校   写给所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英雄们 

51 张顺宇 胶州市第一中学 高一 致亲爱的同学们——心怀敬畏，共筑和谐 

52 王博文 天津体育学院艺术学院 大一 给爸爸的一封信 

53 朱泰齐 青岛海诺双语学校   给外婆的一封信 

54 李若溪 
青岛市李沧区海诺双语学

校 
4 一封写给英雄们的信 

55 杨凡昇 
青岛西海岸新区珠江路小

学 
4 一封家书——给抗疫先锋岗执勤的爸爸 

56 张珊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八中学 高三 家书 

57 李威德 青岛市银海国际学校 4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58 赵雨祺 青岛市银海国际学校 4 给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59 朱清垚 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小学 2017 级 给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工作者的一封信 



60 左任坤 
山东省青岛市第六十五中

学 
  给所有还在和病毒较量的朋友们的一封信 

61 吕慧 青岛第十六中学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 

62 李重阳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7 致每一个中国人的一封信 

63 段梦瑶 青岛西海岸新区音乐学校   致我的铁人妈妈 

64 仲柯宇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6 写给奋斗在抗疫一线的英雄们 

65 房照 青岛商务学校   写给白衣天使们 

66 徐俊熙 和美教育集团   致抗战一线的时代英雄 

67 郑琦琛 
青岛市市北区国开实验学

校 
七年级 致亲爱的祖国母亲 

68 刘泉麟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八年级 致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白衣天使 

69 于淼 青岛太平路小学 六年级 给社区志愿者苗苗姐的一封信 

70 张浩然 青岛长江学校 八年级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 

71 宋佳 青岛一中 高二 致奋斗在抗疫前线的最美逆行者们 

72 周博 青岛八大峡小学 六年级 写给尊敬的老师们 

73 于洺 太平路小学 二年级 给在疫情中奋战的一线人员的一封信 

74 崔琦 
青岛西海岸新区实验初级

中学 
七年级 写给武汉的一封信 

75 王语宸 青大附中 七年级 致勇敢逆行的白衣天使们 

76 武文斌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六年级 致逆行者们的一封信 

77 兰恭源 青岛开平路小学 六年级 致亲爱的白衣天使 

78 陈怡帆 青岛第六十五中学 八年级 致抗疫前线的医疗人员 

79 江明政 萃英中学 高一 写给亲爱的爸爸妈妈 

80 雷新宇 即墨区萃英中学 高一 
莫让舌尖之“鲜”成为社会之“险” ——

蝙蝠致人类的一封信 

81 章晓瑞 青岛香港路小学 四年级 致亲爱的钟爷爷 

82 徐宁 青岛长江学校 学生组 致疫情一线的白衣天使 

83 寇越荣 青岛宁夏路小学 学生组 写给钟南山爷爷的信 

84 满馨悦 宁夏路小学 三年级 致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 

85 朱玥 青岛台东六路小学 学生组 写给白衣天使 

86 许芳瑞 青岛鞍山二路小学 学生组 一封家书寄深情 

87 苏子宸 青岛太平路小学 学生组 致武汉的小朋友们 

88 李长锴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学生组 致亲爱的白衣天使 

89 范一一 太平路小学 四年级 写给雷叔叔 

90 徐浩然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实验小

学 
六年级六班  疫情日记 

91 王佳祺 青岛宁夏路小学 6年级 3班  妈妈 ，你辛苦了 

92 李中琦 青岛银海学校国际部    给妈妈的一封信 

93 付静怡 青岛长泰学校    若无火炬 你便是光 

94 郭傲然 青岛九中    写给亲爱的爸爸 

95 黄绪睿 青岛 28中学    致亲爱的妈妈 

96 兰妮 青岛银海学校  3年级 7班 给哥哥的一封家书 

97  阮浩轩 青岛北山二路小学   写给妈妈的一封信 



98  董晓萌 青岛嘉峪关学校   写给我的小姨魏佳 

99 赵兹番 青岛长沙路小学 六年级二班  亲爱的爷爷奶奶 

100 董子嫣 青岛市实验初级中学    致亲爱的妈妈 

101 刘馨忆 即墨区德馨小学 五年级 15班  写给舅舅的一封信 

102 周盛威 即墨区德馨小学 四年级 1班 写给我的妈妈 

103 董昱含 青岛嘉峪关学校    写给高玲老师 

104 胡梓萱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实验小

学  
  写给亲爱的妈妈 

105 李睿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写给亲爱的姑姑 

106  吴一帆 莱西市实验中学   给爸爸一封信 

107 昝雨辰 青岛中学    写给亲爱的妈妈 

108 李子力 青岛市即墨区德馨小学    写给亲爱的妈妈 

109 王炜喆 青岛市即墨区德馨小学  六年级十五班 写给亲爱的爸爸 

110 李姝铮 青岛市即墨区德馨小学 六年级 7班  致我亲爱的爸爸 

111 张宇 即墨区德馨小学 五年级 14班  写给敬爱的妈妈 

112 朱敏言 胶州市实验小学    写给亲爱的爸爸 

113 张恩杰  胶州市实验小学   众志成城抗疫情 

114 张译方 胶州市第十中学   给老师们的一封信 

115 王玮琦 胶州市第十中学   疫情期间，你我在行动 

116 王一杰  胶州市实验小学   写给亲爱的逆行者们 

117 李文昕 胶州市第七中学   众志成城抗病毒 

118 于轩 富春江路小学   我和爷爷奶奶的抗疫生活 

119 袁馨 市南实验小学   写给武汉的小朋友们 

120 马浩然  富春江路小学 602 致爷爷的一封信 

121 陈胤恺 青岛大学路小学   写给警察爸爸的一封信 

122 高子涵  
青岛西海岸新区王台初级

中学 
  写给英雄的一封信 

123 王泮兮 胶州市中云振华教育总校 三年级四班 致敬未老的战士 

124 孙浩 胶州市中云振华教育总校 四年级一班 儿子给妈妈的一封信 

125 王晓雪 
 莱西市河头店镇南岚中

学 
  给庭萱姐姐的信 

126 郑雅馨 凭海临风小学 501 班 遥寄对武汉城市的 

127 刘佳飞儿 莱西七中   致逆行者——医生的一份家书 

128 毕凯琦 青岛黄海学院   感谢信 

129 赵瑶 青岛黄海学院   致老娘的一封信 

130 张馨月 胶州市第七中学 八年级十九班 致为防控疫情做出努力的你们 

131 董琳 青岛经济开发区第二中学 107 致处在疫情的我 

132 于晓佳  胶州市第十中学   待雪融草青 ---给老师的一封信 

133 曹伟宁   胶州市第十中学   有你的陪伴，真好 

134 李雅如 青岛经济开发区第二中学 105 岁月静好 只因有人负重前行 

135 
 袁

彤    
青岛五十七中学   写给妈妈的信 

136  江天资 青岛 57中学 初一六班  给舅母的信 



137 梁冬健   青岛 57中学 初一六班 写给父亲的信 

138 谭筱棠 青岛 57中    致亲爱的爷爷 

139 侯可昊  山东省青岛二中   给妈妈的一封信 

140 李之初  青岛 51中   写在战“疫’时候的一封家书 

141 冷雨欣  青岛 51中   致十年后的你 

142  苏煜馨 青岛香港路小学   致无名勇士的一封信 

143 李承瀚  青岛西海岸新区弘文学校   
春寒渐消 花开有时——致抗击疫情志愿

者的一封信 

144  刘瑞霖 海信学校   致白衣天使和雷锋叔叔阿姨的一封信 

145 于子淇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四初级

中学 
  万千灯火曙华夏，春和景明疫消散 

146 肖湘琪  市南区实验小学   待到樱花烂漫时 

147 徐立瑄  青岛旅游学校   写给张文宏教授的一封信 

148  管子越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

中学 
  愿凛冬散尽，星河长明 

149 徐诺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

中学  
  一袭白衣鏖战，满城樱雨颂歌 

150  曹彤宁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

中学 
  我们有一个迟到却永不会缺席的春天 

151 田晨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

中学 
  静待花开，一树又一树 

152 何冰冰  青岛市即墨区萃英中学   写给妈妈的一封信 

153  江辛玥 即墨区实验高中   
同气连枝 兴盼春来 ——写给全市的同学

们 

154  高琛 灵山卫中中学   给妈妈的一封信 

155  丁乐乐 青西新区灵山卫中学   给妈妈的一封信 

156 刘一娇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第二

实验小学 
二年级 10班 写给钟南山爷爷的一封信 

157  殷佳宜 西海岸隐珠初级中学   给亲爱的初三学子 

158  孙千喜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 

159 刘善和 隐珠中学   致新冠的一封信 

160 张潇然  西海岸新区隐珠初级中学 307 班 未来就在前方 

161 余奕 青岛第三十七中   给爷爷的一封信 

162 卢晓倩 
青岛西海岸新区隐珠初级

中学 
 304 班 

心存感激，逆风前行 ——致所有“宅”在

家里的同学 

163 张文珺  莱西市第七中学   致李文亮医生的一封信 

164  于冬诺 青大附中   致白衣天使——心之所向，便为曙光 

165 张博涵 青岛市北区第二实验小学    致谢，逆行中的您 

166 张艺滢  青岛幼儿师范学校   破云 

167 郭悦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写给爸爸的信 

168  邓洁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仲

村小学 
  致姜继军医生的一封信 

169 曲育慧  青岛幼儿师范学校   致并不遥远的你——给武汉朋友的一封信 



170 唐承睿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英雄”老爸——给老爸的一封信 

171 咸奥      写给妈妈的一封信 

172 于雅琪  莱西市第七中学   给爸爸的一封信 

173 李彦晓  莱西市第七中学   给妈妈的一封信 

174 姜媛  莱西七中   给一线同事们的一封信 

175 曲玥  青岛市第六十八中学   致各位陌生的英雄们 

176 许睿 青岛西海岸新区泊里小学    致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感谢信 

177  董韫源 青岛西海岸新区泊里小学   妈妈，我想对您说 

178 于荷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    待一树花开，捧花归来 

179  李晨阳 莱西七中   致奶奶的一封信 

180 张轩豪 度假区 泊子小学    致父母的一封信 

181 许芳溪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年级六班 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182 林瑶  即墨美术学校 
 2019 级美术 1

班 
写给亲爱的妈妈 

183 张原宁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六初级

中学 
  给老爸老妈的一封信 

184 毕善成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六初级

中学 
  给妈妈的一封信 

185 王昭麟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写给亲爱的老爸 

186 刘潇静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六初级

中学 
  虽已花甲，依然前行 

187 王泽佳  青岛中学   致我的爸爸 

188 曾嘉一  青岛中学   写给我最亲爱的姐姐 

189 逄雨彤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六初级

中学 
  与兄书 

190 矫凯悦  城阳第二高级中学   致未来的自己 

191 江彦彤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第三小

学 
五年级二班  星星微芒，汇聚成光——写给妈妈的信 

192 陈芃宇 青岛嘉峪关学校  五年级 6班  致大舅的一封信 

193 臧梅锦 青岛西海岸新区胶南小学 605 班  致亲爱的姑姑 

194 张瑞洋 青岛台湛路小学 四年级二班  写给亲爱的爷爷 

195 杨馨杰 青岛香港路小学    写给爸爸的一封信 

196 张哲源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

区） 
2018 级 2班 致奋斗在医院的妈妈 

197  徐裕坤 超银中学 镇江路校区   致爸爸的一封信 

198 张春然 寿光路小学    写给妈妈的一封信 

199 孙艺宁 
青岛西海岸新区香江路第

一小学  
405 班  写给母后大人的一封信 

200  张佳怡 
青岛西海岸新区香江路第

一小学  
402 班 致姑姑的一封信 

201 王涵  
青岛西海岸新区实验初级

中学 
  写给疫情抗战一线的舅舅 

202 崔雪 胶州市 洋河镇 油坊小学  六年级 1班  一封家书 



203 兰佳祺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学生组 致武汉一线医护工作者的一封信 

204 王梓旭 大村中心小学 六年级 致在一线奋战的白衣天使们的一封信 

205 林霖 莱西市实验中学 初三 感谢信——致抗疫英雄们 

206 黄承岳 巉山小学 4 年级 致抗疫英雄的一封信 

207 赵奕宁  
青岛西海岸新区珠江路小

学 
五年级 滚蛋吧，病毒君 

208 温景然 
青岛西海岸新区珠江路小

学 
六年级 给你的一封信 

209 任露滋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三高级

中学 
高二 致远方的阿颖 

210 薛含笑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三高级

中学 
  一封家书 

211 盛梓轩 海诺国际学校 5年级 1班 给单阿姨的一封信 

212 栾承墨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五年级 写给亲爱的白衣天使 

213 伊泓菲 富春江路小学  三年级 给奶奶的一封信 

214 季楷博 富春江路小学 四年级 致逆行者的一封信 

215 王泓懿 富春江路小学 四年级 写给白衣天使的信 

216 庞睿 富春江路小学 四年级 战疫家书 

217 徐航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三高级

中学 
高三 一袭白褂，是战袍也是希望 

218 王心妍 洋河小学 四年级 给钟南山爷爷的一封信 

219 曾孜萱 青岛台湛路小学 三年级 给建筑工人们的一封信 

220 扈铭璐 弗雷德里克·班廷爵士高中 十二年级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致亲爱的

祖国母亲 

221 张书旋 
青岛西海岸新区富春江路

小学 
四年级 致老师的一封信 

222 邵敬轩 
青岛西海岸新区富春江路

小学 
四年级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23 丁文君 实验小学 五年级 给为疫情做贡献的人们一封信 

224 辛禹霏 青岛金门路小学   致抗疫一线解放军阿姨的信 

225 贾馨瑜 
青岛市即墨区温泉南行小

学 
  致医护人员的一封信 

226 董嘉怡 莱西市实验学校   写给新冠病毒的一封信 

227 孙艺涵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

中学 
301 惊喜会在裂缝中结果 

228 宋嘉欣 青开二中 304 致武汉抗疫人民的一封信 

229 庄睿琪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

中学 
304 致奋斗在一线的勇士们 

230 于佳琪 青开二中 306 一封家书 

231 许冉冉 青开二中 305 一封感谢信 

232 刘潇婧 青岛镇江路小学   致妈妈的一封信 

233 崔禾洁 青岛黄海学院   致抗疫英雄们的一封信 

234 刘千禧 青岛黄海学院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35 邢乙云 青岛嘉峪关学校   写给祖国妈妈的一封信 

236 王艺晓  青岛西海岸新区港头小学   致港头臧全体党员干部的一封信 

237 崔锐录 莱西市实验中学   写给武汉抗疫第一线医生的一封感恩信 

238 周鹏涛 青岛镇江路小学 五年级一班 致爸爸的一封信 

239 田浩然 镇江路小学 5.3 战“疫”家书——写给妈妈的话 

240 刘楚涵 
青岛西海岸新区薛家岛小

学 
505 致最美逆行者的一封信 

241 王一沣 青岛西海岸新区弘文学校 601 班 给妈妈的信 

242 周健彬 青岛黄海学院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43 陈龙 青岛黄海学院   致橘子的一封信 

244 齐咏仪 青岛黄海学院   给文哲姐姐的一封信 

245  丁柏萍 青岛黄海学院   惟愿樱花烂漫时，江城无恙展新颜 

246  张琦钰 青岛银海学校  5.3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47 王怀远  青岛银海学校 3.4 致护士姐姐的一封信 

248 李勇霖 青岛黄海学院    一封感谢信 

249 何明华     致尊敬的战疫英雄们 

250 卓钰婷  莱西市实验学校   给战役英雄的一封信 

251 张钦川  青岛寿光路小学   给武汉小朋友的一封信 

252 李欣童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应用

技术学校 
  给防疫战士们的一封信 

253  隋怡宁 青岛广雅中学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54 尹昊然 西海岸新区第十初级中学   702 班 战‘疫’家书 

255 郭颂  
青岛市黄岛区第十初级中

学 
  “疫”封家书 

256 李宇哲  青岛西海岸兰亭小学   致最美逆行者的一封信 

257 学子 青岛黄海学院   致亲爱的医务工作者们 

258 刘明珠  
青岛西海岸新区富春江路

小学 
207 班 写给抗疫一线人员的一封信 

259  王猛 青岛黄海学院   写给亲爱的小爸 

260 袁梦  胶州市第七中学   同胞既同袍 

261 仇力卉     写给亲爱的妈妈 

262 颜修军     致抗疫工作的一封信 

263 黄雨欣  青岛西海岸新区弘文学校 604 班 致最美逆行者的一封信 

264 徐圣钦  莱西市实验学校   给表姐的一封信 

265 黄玉彤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四班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66 刘珣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四班 致妈妈的一封信 

267 傅咏浩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7年级 4班 致父母的一封信 

268 宋子墨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三班 致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269 孙笑笑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六班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70 葛巾睿 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六班 致战疫前线医务工作者的一封信 

271 周鑫婷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七班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72 李诗慧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七班 致白衣天使 

273   杨欣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五班 致医护人员的一封信 



瑶  

274 刘昊东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九班 致白衣天使 

275 杨佳伟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76 高源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77 赵欣悦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278 刘子言 青岛超银小学  二年级二班  写给敬爱的白衣天使们 

279 尹傲涵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80 杨倩倩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十一班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81 张竟文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七年级十一班 致李文亮医生得一封信 

282 黄海迪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给妈妈的一封信 

283 刘玟灿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给爸妈的一封信 

284 刘燕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给爸爸的一封信 

285 赵元熙 超银学校金沙校   感谢信——写给疫情一线的叔叔阿姨 

286 梁瑾瑜 
青岛超银小学（金沙路校

区） 
  写给亲爱的爷爷奶奶的一封信 

287 侯沁彤 青岛超银小学   致所有奋斗在一线的医生的一封信 

288 王毅 青岛超银小学   致奋斗在一线的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89 丁灵  青岛超银小学   致医护人员的一封信 

290 张玥莹 青岛超银小学 五年级 战“疫”我们能行 

291 班荣声 青岛超银小学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92 李宜泽 青岛超银小学 五年级 给姥爷的一封信 

293 尚风熠 青岛超银小学   给妈妈的一封信 

294 姜宗辰 青岛超银小学 五年级 写给我心目中的英雄----钟南山爷爷 

295 赵洪彬 青岛超银小学 五年级 致正在和病毒奋战的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96 王雅琳 青岛市城阳地十中学 七年级 致一线医务工作者的一封信 

297 郭嘉鑫 青岛市城阳地十中学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298 朱梓翔 青岛超银小学   给钟南山爷爷的一封信 

299 毕安琪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亲爱的武汉一线工作者们 

300 王瑜凡 青岛超银小学金沙路校区 一年级 写给亲爱的老师们 

301 魏依珊 青岛超银小学金沙路校区   写给武汉小朋友的信 

302 赵阳 青岛超银小学 四年级 致青岛援武汉的英雄们 

303 王昭辉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母亲的一封信》 

304 潘智贤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战“疫”书》 

305  修若琳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 

306  葛佳欣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前线白衣天使和前线志愿者们的一封

信》 

307  朱铂玖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写给敬爱的医护人员》 

308 邱凡清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医护人员的一封信》 

309 禹浩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310 刘荣雪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311 朱韵合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312 周子涵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313 蔡庆宇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白衣天使》 



314 邴若涵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战役前线医护人员的一封信》 

315  蓝立航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逆行者的一封信》 

316 张欣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317 金琪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全国人民》 

318  季文君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319 万修硕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写给敬爱的祖国母亲》 

320 邵天翔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前线战士的一封信》 

321 周子琪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前线的医务人员》 

322 吕长豪 青岛市城阳第十中学   《致亲爱的逆行者们》 

323 刘晓丽 
青岛西海岸新区凤凰岛初

级中学 
三年级二班 

小时候您是我的避风港 ，长大后我想做您

的小棉袄 

324 韦诗丹 青岛黄海学院   致亲爱的爸爸妈妈 

325 徐婷 胶州市第十中学   一封疫情期间给语文老师的信 

326 吕原 莱西市实验中学   写给亲爱的爸爸妈妈 

327 张睿 青岛六十八中   战“疫”家书 

328 任唯恩 青岛超银小学   
异地同心 抗击疫情这次战“疫”我们终将

胜利——战疫家书 

329 周峻涵 青岛银海学校 四年级一班 致敬爱的郭海鹏医生叔叔 

330 张可妍 青岛超银小学 三年级二班 致爸爸的一封信 

331 徐奕璇 胶州市实验小学班级   致亲爱的小姨 

332 王梓萌 青岛黄海学院 
2019 级国际商

学院 
致亲爱的外婆 

333 杨为择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致妈妈的一封信 

334 纪天恩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五年级一班 致尊敬的无名英雄们 

335 马文哲 胶州市中云振华教育总校   致杨老师的一封信 

336 范泽宇 胶州振华教育集团   致医生和护士们的一封信 

337 韦雨桐 青西新区海青初级中学   跨越时空的家国情 

338 于哲 
青岛西海岸新区凤凰岛初

级中学 
  给最亲爱的爸爸、妈妈 

339 李雨琪 胶州市实验小学 五二中队 抗疫家书 

340 曹景俊 青岛六十八中 高二 3 班 战“疫”家书 

341 姚春峰 青岛六十八中 高二 6 班 致抗“疫“一线的所有人一封信 

342 曲浩然 青岛嘉峪关学校 一年级五班  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343 潘奕衡 青岛超银小学 四年级 致一线的战士们 

344 朱子谦 青岛镇江路小学 2015 级 3班 战“疫”感谢信 

345 王卓妍 青岛市第十中学 七年级二班 致白衣天使的一封信 

346 张道涞 青岛市北区台湛路小学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47 谭英琪  莱西市实验中学   我在战疫中成长 

348 由俊乔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一封普通的家书 

349 王奕力 青岛太平路小学   写给亲爱的姨妈 

350 刘子荣  富春江路小学 四年级 给医护人员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