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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文化馆“打赢疫情阻击战•汇聚文艺

正能量”文艺作品征集评奖结果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

关于坚决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阻击战的决策部署，加

强防控疫情宣传工作，切实增强宣传的针对性、传播力和影

响力，山东省文化馆自 2 月 1 日起向广大群众征集“打赢疫

情阻击战•汇聚文艺正能量”优秀文艺作品，目前征集活动已

圆满结束。

在此次征集活动中，山东省文化馆征集工作组充分感受到了

广大群众对新新冠状肺炎疫情的关心以及对文艺创作的激

情，收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投稿共计 1400 余件。我们将收

集到的作品分为音乐视频、曲艺、书法美术、摄影平面、





附件一

山东省文化馆“打赢疫情阻击战•汇聚文艺正能量”

文艺作品征集评奖结果表

一等奖（43 件）

序号 作者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1
尹涛 词 马金凤 曲

王松 编曲、演唱
《向着需要，承诺》 音乐

2 张舒展 刘冰 《最美的天使》 音乐

3 马树亮 张增玉 李国胜 《爱的意义》 音乐

4
施翔 词 张火 刘磊 曲

丁肇环 演唱
《别怕》 音乐

5 姜世奎 《梦见黄鹤又飞回》 音乐

6 闫胜华 任军 《如爱所求》 音乐

7 王开金 丁育政 田率 《深夜.我们启程》 音乐视频

8 胥正军 刘佳 《生命的呼唤》 音乐视频

9
王文戈 词 张火 曲 吴双

菅广福 演唱
《踏上逆行的征程》 音乐

10 秦世森 张巍 词 邢仁强 艾宇 曲 《心声（献给白衣天使）》 音乐

11 李娟 词 刘磊 刘吉海 曲 《心有阳光》 音乐

12 商伟 《破谣》 相声

13 董彦斌 李俊华 《送口罩》 山东快书

14 孙海箴 《我不这么想》 相声

15 李洋 朱海堂 《将心比心》 相声

16 王小良 《众志成城》 山东快书

17 边茂田 陈军 《龙抬头》 快板书

18 范光 抗疫系列作品 泥塑、漫画

19 许传良 行书自作诗 书法



20 临清市文化馆 篆刻系列 篆刻

21 刘进潮 抗击疫情泥塑系列 泥塑

22 张辉 抗疫情主题篆刻 篆刻

23 夏文杰 《阳光》 油画

24 耿辉 《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 楷书

25 林森 《战疫三部曲》系列 漫画

26 刘熹岳 《“罩”顾自己》 漫画

27 李洪涛 《白衣战士》 油画

28 张立武 《疫情.使援》 油画

29 聂春杨 《居家隔离》 平面设计

30 李宪哲 《戴口罩 勤洗手 不聚餐》 平面设计

31 牛慕 《英雄请战》 平面设计

32 付润芝 陈军 《生命的礼赞》 散文诗朗诵

33 牟炳林 张福燕
《抗疫战！用我们自已的方

式》
诗朗诵

34 王春燕 《最美逆行》 诗歌

35 王碧然 《军礼》 诗歌

36 作者 杨莎莎 朗诵 徐力真 《最美的脸》 诗朗诵

37 周和平 《向您致敬》 小品

38 徐学超 《姑娘，别来无恙》 现代诗

39

仇菲 作者 黄阜生 朗诵

李彩鹏 李倩斐 艺术总监

刘野 视频制作

《歌唱你——白衣天使》 诗朗诵

40 范翠香 《回家》 小小说

41 王焦杨 《大医精诚，杏林春满》 诗歌

42 刘军 《深深的爱》 音乐视频

43 陈天航 编曲 《祖国不会忘记》 古筝重奏

二等奖（83 件）

序号 作者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44 杨振东 《爱的桥梁》 音乐视频

45
尹志英 词 郑立涛 曲

闫寒 演唱
《窗外，国歌在唱起》 音乐

46 姜世奎 《春天在路上》 音乐

47 郭伟杰 《抗击疫情，情牵武汉》 音乐

48 杜佳宝 《你值得》 音乐

49 杨萌 词 李少卿 曲 张潇 演唱 《相依》 音乐

50 邵云强 作曲 吕新江 作词演唱 《春暖花开迎朝阳》 吕歌

51
徐安国词 李思齐曲

菅广福 演唱
《红手印》 音乐

52
关伟 词 刘晟翔 曲 杜亮 编

曲 于晓冉 李汉 演唱
《有爱就有力量》 音乐

53 张雁 作曲 演唱 王彦冰 词 《最美的背影》 音乐视频

54
刘斌 任纪行 词 刘斌 作曲

马歌 念丽媛 刘斌 演唱
《加油，武汉！加油，中国！》 音乐视频

55 于馥尔 《天使的印记》 音乐视频

56 冷俊亭 《情暖人间》 音乐视频

57 梁迪 《天使在人间》 音乐

58 石子义 褚瑶 《以爱成就美丽人生》 音乐

59 赵开山 王文水 大新 《“疫”中豪杰 》 对口快板

60 付根 《人民的眼睛》 快板书

61 徐明哲 《有那么一群人》 相声

62 刘承荣 李晓涵 《逆行父子的故事》 快板

63 孙承林 孙小林 《万众一心》 快板

64 周和平 林涛 《老鼠告御状》 快板书

65 王大春 姜广盖 《致敬，逆行者！》 快板书

66 李晓涵 刘承荣 《加油，热干面！》 山东快书

67 王跃进 《逆行者，我们的守护神》 山东快书

68
王振伟 创作

李福山 王述彬 演唱
《众志成城战疫情》 西河大鼓



69 秦世森 张巍 《众志成城战疫情》 对口快板

70 刘人源 《疫情防控勇争先》 快书

71 创作 李东泽 表演 王泽琨 《特殊通话》 山东快书

72 王跃进 《医疗战线一老兵》 山东快书

73 王桂东 《同舟共济战疫情》 东路大鼓

74 于水晴 《背影》 组图

75 刘纪兰 《担当》 中国画

76 张洪磊 漫画一组 漫画

77 王鑫 剪纸一组 剪纸

78 齐元花 剪纸一组 剪纸

79 马文婧 《抗击疫情 众志成城》 剪纸

80 吕志华 漫画一组 漫画

81 王辰光 《最美战士》 油画

82 韩小东 《青岛战疫十二时辰》 组画

83 翟明帅 《一线生机》 中国画

84 杜晶 《捍卫》 太空泥塑

85 吕进成 《建设者》《最美医者》 中国画

86 任亚辉 《送瘟神两首》 书法

87 吴疆 《三山镇瘟魔》 中国画

88 赵德勋 《行动》 中国画

89 袁振岳 蔡子悦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你应该

知道的事》
MG 动画

90 赵圣雯 《“疫”无反顾》 彩铅画

91 邓雨婷 《武汉加油》两幅 漫画

92 卢超 《感恩的心，感谢有“您”》 水彩画

93 刘晓东 《外防内控》 漫画

94 李増一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油画

95 王昀烨 《医者无疆》 石刻版画

96 赵庆旭 《同心抗疫，武汉加油！》 儿童手工



97 孙启奥 《万众一心，共抗病毒》 儿童画

98 张强 《同心战疫患》 篆刻

99 张营浩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
篆刻

100 尹建忠 《临清车站》 组照

101 李金亭 《防控役线》 组照

102 孙梓涵 《空》 组照

103 王淑云 《抗疫生活》 组照

104 柳泉香 于元中 《菜乡情》 平面设计

105 于博 打击疫情谣言系列 平面设计

106 潘飞 《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 平面设计

107 邱华伟 《齐心协力 阻断疫情》 平面设计

108 王长海 《红红的手印》 平面设计

109 王春燕 王毓悦 《妈妈的长发》 诗朗诵

110 秦伟鹏 《逆行者之歌》 朗诵

111 张益魁 《孩子，请原谅妈妈！》 诗歌

112 原野 《白色战线的摆渡人》 文学作品

113 付德圣 《冬日暖阳》 现代诗

114 孙承林 孙小林 《醒悟》 小品

115 王少红 《抗击疫情，中国加油》 诗歌

116 曹宗堂 《战“疫”记》 短篇纪实文学

117 刘北 《致敬逆行》 歌词

118 孙恒昌 《你是最美丽的风采》 散文

119 于敦富 《期待静静的中国》 诗歌

120 孔令军
《武汉, 请允许我枕着你的

名字入眠》
诗歌

121 孙海箴 《诉说》 诗歌

122 刘娟 胡进 《我们站成一排树》 诗歌朗诵

123 刘琪瑞 《募捐》 小小说



124 周学玉 《我不知道》 诗歌

125 王志昌 《战·疫——致神州》 词

126
舞蹈创作：张囡囡 张晓雪

视频制作：张宇鑫
《众志成城》 舞蹈接力

三等奖（161 件）

序号 作者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127 曲浩田 曲宝童 《逆行·光》 音乐

128
释修振 词 周荣强 曲 吴晓艳 演

唱
《丰碑》 音乐

129 张凤娟 《为爱前行》 音乐

130 龚方 词 孔繁唐 曲 王东 编曲 《全民英雄》 音乐

131 王东 吕晨晨 词 王东 曲 《我会回家》 音乐

132 高立国 《天使在身边》 音乐

133 闫世卿 词 陈莉 曲并演唱 《最美白衣天使》 音乐

134 刘晓江 《祖国知道》 音乐

135 王乾 词曲 邱顺玲 《生命之光》 音乐

136 刘苏 词 付希庆 曲 《爱是奇迹》 音乐

137 韩雪 词 颜飙 曲 《爱的阳光 爱的海洋》 音乐

138
郑晓明 词 钟林学 曲

宋弘莉 演唱
《大爱如天》 音乐

139

许杰村 词 崔超 曲

崔超 李佳伟 编曲混音

冯晓霞 陈丽华 王莹

许杰村 崔超 李佳伟 演唱

《光》 音乐

140
宋文华 词

隋佶辰 盖永政 曲演唱
《为爱逆行》 音乐

141
闫世卿 词 谌丽君 曲

朱爱香 演唱
《人民不会忘记》 音乐

142 唐加福 词 张红卫 曲 《守护安宁》 音乐

143 谭林 《希望》 音乐



144 刘帅 《携手同行》 音乐

145 孙义勇 词 张红卫 曲 《勇敢的挥手》 音乐

146
杨海广 杨皓翔 词曲

杨皓翔演唱 于玥表演
《长大要当科学家》 音乐

147
彭殿龙 词 管明 曲

李璞 演唱 宋谦 制作
《战疫》 音乐

148 王栋 词曲 王军 演唱 《大爱精诚》 音乐

149
王晶明 词 张凤娟 曲

宋健 钢伴 王佳 演唱
《山河遍春光》 音乐

150
巩武威 词 王兵 曲

陈皓 演唱
《天使的微笑》 音乐

151
释修振 词 魏柯 曲

胡萌 魏柯 演唱
《最美医者》 音乐

152 侯善坤 词 商刚 曲 《不负韶华》 音乐

153
袁磊 袁子暄 词 关锋 曲

王柱 演唱
《等你回来》 音乐

154
路庆国 词 赵雪丽 曲

公玉勇 编曲
《抗疫战歌》 音乐

155 王辉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音乐

156 王舒俊 《向武汉集结》 音乐

157 王慧 潘峰词 王松曲 《信念》 音乐

158 于晓冬 《英雄的城市》 音乐

159 谷传民 《真情的诉说》 音乐

160 翟羽佳
《最美逆行——献给战“疫”

一线的工作者》
音乐

161
姚姝秀 词 杨琨 曲

单明明 杨琨 演唱
《我们在一起》 音乐

162 李士兴 《天佑武汉》 音乐

163
常勇 词 毕金奎 庄桦 曲

吕凤琴 演唱 张晴 后期
《最美逆行者》 音乐

164 徐鹏 《英雄是你》 音乐



165 唐家福 词 王舒俊 曲 《当疫情来临的时候》 音乐

166 李梅 房鉴泽 《让爱与爱牵手》 音乐

167
宋福辉 词 牛庆明 曲

高凯林 演唱
《中国 百炼成钢》 音乐

168
王艺霖 词 白鹤飞 曲

黑胖胖组合 演唱
《抗毒战歌》 音乐

169 田茹冰 《春回大地暖人间》 快板书

170 郭本政 谭聪 《逆行者》 木板大鼓

171 姜世奎 《冲破阴霾是艳阳天》 山东快书

172 韩光丽 《情暖武汉》 山东快书

173 王继雷 胡秋江 张续武 《征战疫情》 山东落子

174 陆亚茹 《众志成城战疫情》 西河大鼓

175 朱化增 《同舟共济抗疫情》 京东大鼓

176 秦世森 王瑞 《村支书上门防疫情》 快板书

177 俞传乐 《众志成城抗疫情》 快板

178 胡鹏涛 《劝返点前拜新年》 山东快书

179 孙健 《战疫情》 山东快书

180 张福燕 牟炳林 《坐在家里防病疫》 相声

181 赵玉环 唱 王丛民 词 《武汉加油》 京东大鼓

182 王玉兵 《同心协力 共抗疫战》 快板

183 朱化增 孙芝俊 《决战胜利在眼前》 京东大鼓

184 冯晓霞 《文化抗击新战线》 快板

185 马骁 《战疫英雄赞》 快板

186 徐安泰 词 米振伟 表演 《听党指挥抗疫情》 快板书

187 李家瑞 胡秋江 刘爱华 《众志成城战疫情》 快板书

188 王晓晨 作词 刘帅 等 表演 《祈佑国泰民平安》 快板书

189 《战疫情勇担当》 聊斋俚曲

190 刘人源 《防控疫情要记牢》 快书

191 秦兴明 张凤云 马永法 《战“疫”》 柳琴



192 李甜甜 胡秋江 张续武 《给白衣天使点赞》 山东快书

193 郭本政 谭聪 《渡难关》 山东快书

194 王秀兰 《万众一心抗疫情》 西河大鼓

195 张岩 《疫情过去再相见》 快板书

196 李佩轩 《抗击疫情燃斗志》 快板

197 张宝祥 《群策群力战疫情》 三句半

198 朱化增 《决战胜利在眼前》 京东大鼓

199 翟峰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音乐快板

200 程晨光 《抗击疫情做防范》 快板

201 刘亚伟 《向着风拥抱彩虹》 快板

202 翟峰 赵兵 《万众一心抗疫情》 对口音乐快书

203 李超超 《齐心协力战毒魔》 快板

204 卢格儿 《时代英雄》 儿童画

205 王英 《战役》

206 周克胜 90 巨匠 青岛剪影

207 孙周一 《喷洒爱的“种子”》 儿童画

208 陈雨萱 《万众一心战疫情》 儿童画

209 苏霞 《众志成城战疫情》 剪纸

210 王广明 《抗疫剪纸一组》 剪纸

211 宋开绿 刘昌玮 《疫情防控 人人有责》 剪纸

212 王宪志 预防新型肺炎五步曲 剪纸绘本

213 王欣 鲁南花馍作品 3个 鲁南花馍

214 曹凤志 速写 9幅 速写

215 阎先公 国画一组 国画

216 曹伟芝 《冬已尽 春可期》 儿童画

217 解洪香 《加油武汉》 儿童画

218 王玉兵 杨清筱 《漫画战“疫”》 漫画

219 孙晓红 《美丽的守护》 水彩画



220 董雪 《山东武汉心连心》 儿童画

221 赵远方 《送瘟神》 书法

222 王升亮 《送瘟神其一》 书法

223 鲁燕 《武汉加油》 手工画

224 肖传文 《新的长城》

225 姜春霞 《中国速度》 插画

226
周刚 卢晓燕 陈辛佳 孙宝成

李沛霖 宋闻洁 丁姝雅 马幽美
《智赢疫情战》 动画

227 毛延丽 无题 画

228 纪效杰 《脊梁》 速写

229 《坚守 一个人》 画

230 吴浩然 《坚守其二》 中国画

231 窦彬 《团灭》 漫画

232 陈明 刘晓东 《勇夫当关》 漫画

233 高桂英 李忠华 《同舟共济 歼灭病毒》 捏泥人

234 赵谭润娴 全民战“疫” 儿童画

235 冷爱武 《仁者无敌》 儿童画

236 张营浩 《送瘟神》 篆书对联

237 韩小东 《战疫英雄于正洲》 水彩画

238 吴凡 《迎难而上——火神山》 水彩画

239 袁子善 《天使的坚持》 画

240 周学玉 《心系武汉》 手工作品

241 赵娜 《书法》 书法

242 路振兴 《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 综合材料画

243 《齐猴·医者仁心》 张店齐猴

244 《心有兰花济苍生》 平面设计

245 王思瑶 《抗击肺炎，我们在行动》 平面设计

246 薛晓晨 《同在》 平面设计

247 林杨 《愿凯旋而归》 平面设计



248 张鑫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期间少出

门
平面设计

249 何源蕊 《逆光者》 平面设计

250 刘立帅 《逆流而上》 平面设计

251 崔丽清 《众志成城》 平面设计

252 李淑娴 《致敬一线英雄》 平面设计

253 聂春杨 《众志成城抗疫情》 平面设计

254 蒋慧 《相逢》 单照

255 李玉建 《战“疫”我们在一起》 组照

256 刘元彩 《抗疫一线 党旗飘扬》 组照

257 王春涛
《快递小哥不是你的错，都是

冠状病毒惹的祸》
单照

258 纪小妹 《雪中防疫》 单照

259 张巍 《瞬间》 诗朗诵

260 张浩 《战疫的鲜花》 诗歌

261 徐广琛 《沁园春·抗“疫”》 词

262
东明县爱心义工志愿者

王全军 视频制作
《为了生命》 诗朗诵

263 高颖 《可爱的你，加油！》 诗歌

264 李瑞龄 词三首 词

265 路维民 《战疫情》 七律诗

266 高吉祥 《战疫家书》 家书

267 曹宗堂 《大爱迎春》 纪实故事

268 桑兆明 《在疫情面前》 诗歌

269 陈晓冲 《别问我是谁(抗疫篇）》 诗歌

270 李怀玺 《中国战“疫”》 诗

271 曲全 《疫往情深》 诗歌

272 姜美玲 《与你在一起》 诗歌

273 金明春 《夺回我们的春天》 组诗



274 郑学富 《最美的逆行老人》 诗歌

275 李源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诗歌

276 芷若 《怒放》 诗歌

277 李敏 《旧体诗三首》 诗

278 马洪利 《战疫前线夸村官》 诗歌

279 张小燕 《同一个蓝天》 诗歌

280 马洋 李成 《我看见》 诗朗诵

281 潘诗棋 吴晓岚
《负重的你——致敬疫情中

“最美逆行者”》
诗歌

282 胡梅 李雪 《白衣战士放歌》 诗歌

283 于丽平 《满江红·抗疫》 词

284 吉星祥云 《八劝居家保平安》 顺口溜

285 孙德水 《战疫情》 诗歌

286 王玉兵 《与爱同行》 舞蹈

287 张珊珊 王歆瑜 《我是一颗跳跳糖》 舞蹈

优秀组织单位：

济南市文化馆

章丘区文化馆

青岛市文化馆

市南区文化馆

崂山区文化馆

胶州市文化馆

淄博市文化馆

周村区文化馆



张店区文化馆

博山区文化馆

淄川区文化馆

沂源县文化馆

枣庄市文化馆

市中区文化馆

台儿庄区文化馆

微山县文化馆

东营市文化馆

垦利区文化馆

烟台市文化馆

潍坊市文化馆

寿光市文化馆

临朐县文化馆

诸城市龙都街道综合文化站

昌邑市文化馆

济宁市文化馆

兖州区文化馆

泰安市文化馆

新泰市文化馆



宁阳县文化馆

威海市群众艺术馆

日照市文化馆

滨州市文化馆

阳信县文化馆

德州市文化馆

禹城市文化馆

齐河县文化馆

庆云县文化馆

聊城市文化馆

临清市文化馆

临沂市文化馆

蒙阴县文化馆

平邑县文化馆

菏泽市文化馆

鄄城县文化馆

山东能源龙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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