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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文件

辽教科文卫体工发﹝2020﹞18号

关于“众志成城 同心抗疫”主题
系列作品网络征集活动评比结果的通报

各直属高校工会：

以“众志成城，同心抗疫”为主题的教职工书法、绘画、

摄影作品网络征集活动已圆满结束。此次活动，直属高校积极

组织，广大教职工踊跃参与，用笔墨抒发感怀，用丹青描绘英

雄，用镜头记录瞬间，充分展现了直属高校广大教职工团结一

心、共抗疫情的精神风貌。

经省教科文卫体工会组织专家认真评选，共评选出获奖作

品 360 件，其中耿昶、孙妍、孙颖等 60 名同志分获书法、绘

画、摄影作品一等奖，刘丽莎、王哲、周锐等 120 名同志分获

书法、绘画、摄影作品二等奖，何猛、郝国馨、左悦等 180

名同志分获书法、绘画、摄影作品三等奖。

授予中国医科大学工会特殊贡献奖。

附件 1：书法作品获奖名单

附件 2：绘画作品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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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书法作品获奖名单

一等奖（20个）

姓名 单位 题目

耿昶 辽宁中医药大学 抗疫

柴金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院 抗疫

刘大伟 大连医科大学 抗疫对联

王丽 大连外国语学院 赞美抗疫英雄

秦杰 大连医科大学 医者无悔

东海潮 大连医科大学 英雄赋

仲良 大连艺术学院 日光

周挺 东北大学 抗疫诗

钱丽丽 东北大学 送瘟神

李萧萧 锦州医科大学 与子同袍

黄义成 辽东学院 送瘟神

陈玉升 中国医科大学 送瘟神

王玉 中国医科大学 传承红医，大爱无疆

方明 辽宁工业大学 送瘟神

武俊峰 辽宁广告职业学院 战疫神

解鸿远 辽宁何氏医学院 抗疫英雄

王文忠 辽宁科技学院 抗疫

张锡红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兰谷清音五绝

马宇超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为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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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龙 沈阳师范大学
同舟共济筑防线，坚定信息

战疫情

二等奖（40个）

姓名 单位 题目

刘丽莎 辽宁中医药大学 风雨同舟共渡难关

宁顺宇 辽宁中医药大学 吉林春暖，橘井泉香

辛世勇 辽宁中医药大学 赞白衣天使

董晓红 大连工业大学 送瘟神

马兰 大连理工 九州同安，华夏兴

崔乔礼 大连医科大学 抗议诗

邓岩彬 大连医科大学 平凡而不凡

姜海 大连医科大学 秦风无衣

吕晓妍 大连医科大学 致敬白衣天使

高阳 东北大学 送瘟神

于勇 辽东学院 袭世镌心对联

张洪军 辽宁财贸学院 逆行无畏，大爱无疆

贾俊杰 辽宁财贸学院 众志成城同心抗疫

王祺 辽宁大学 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于凯君 辽宁工业大学 胜利

高伟江 辽宁工业大学 送瘟神

周肃宁 辽宁工业大学 战疫必胜

高玉宏 辽宁广告职业学院 共抗时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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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利 辽宁教育学院 公元2020年荆楚疫史记

裴英玉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人间有真爱

陈晓青 辽宁科技大学 大爱无私

李世隆 辽宁科技大学 庚子战疫记

姚卫东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共谋发展尽风流

宫林峰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青山一道风云雨，明月何曾

是两乡

李云飞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无题

罗玲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心愿

张景波 大连外国语大学 董其昌书论

曲伟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白衣天使，大爱无疆

徐世亮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杨绍辉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白衣战魔疫，华夏送瘟神

蒋锦旗 辽宁职业学院 瘟魔，浩气

马世骁 沈阳建筑大学 祝福武汉

胡成易 沈阳理工大学 江城子白衣天使

王文帅 沈阳师范大学 英雄凯旋

刘玉成 沈阳药科大学 送瘟神

孙璐琛 沈阳药科大学 上善若水，大爱无疆

李东柱 辽东学院 登黄鹤楼

魏家春 辽东学院 梅花诗四首

孙德刚 中国医科大学 战疫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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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殿春 中国医科大学 送瘟神

三等奖（60个）

姓名 单位 题目

何猛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院 送瘟神

戴洪义 大连工业大学 自作诗

袁媛 大连理工大学
定风波-记大连医疗队赴武

汉支援

徐贺楠 大连理工大学 战疫

宋悦 中国医科大学 红医逆行者

贾丽芹 大连医科大学 团结就是力量

许崇 大连艺术学院 春满福临联

贾英 东北财经大学 挥毫列锦绣，雷火送瘟神

曹雁楠 东北财经大学 凛然赴国难

刘正浩 东北财经大学 送瘟神

璩龙林 东北财经大学
英雄人民驱恶疫，山川草木

共新天

滕超 东北大学 人间正道是沧桑

孙玉鑫 东北大学 东师大生共战疫情

张玉科 锦州医科大学 加油中国

张锦江 辽东学院 生命重于泰山

王子南 辽宁财贸学院 众志成城同心抗疫

朱江 辽宁大学 众志成城



7

韩宁 辽宁工业大学 共克时艰

毛继宁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中国力量

李英俊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抗疫组诗

李庆军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战疫吟诗

李珊珊 辽宁教育学院 同舟共济

徐治忠 辽宁教育学院 向抗疫英雄致敬

胡雪梅 辽宁警察学院 致敬疫线英雄

范佳程 辽宁师范大学 抗疫必胜

杨雨溪 辽宁特殊教育师范高等专科学院 点绛唇，不负韶华

陈大千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军民情

修丽娟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疫情虽凶狂

张丽颖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战疫诗两首

赵成波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共克时艰

李龙骁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春山在望

郭婧潭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共抗疫

白增华 辽宁中医药大学 白衣天使，抗疫英雄

闫周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防控疫情，共克时艰

曹阳华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祖国您听我说

左丹弘 沈阳工业大学 守望相助，共度风雨

包晓婕 沈阳工业大学 武汉复兴，九州安康

赫冬妮 沈阳工业大学 致敬英雄

单汝忠 沈阳建筑大学 风雨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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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 沈阳建筑大学 众志成城战瘟疫

高微 沈阳农业大学 战胜疫情

马雯雯 沈阳师范大学
万众种驱魔酬壮志，九州指

日见春光

魏虹 沈阳体育学院 送瘟神

谭淼 沈阳体育学院 众志成城

穆杉 沈阳音乐学院 白衣天使

吴锋 沈阳音乐学院 红医魂

金平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咏山泉

张玉梅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行书

刘广利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护佑人民

乔明明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无题

张祥春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致抗疫英雄

张健 辽宁工业大学 众志成城

兰图 中国医科大学 盛京荆楚

李晓娜 中国医科大学 红医精神-钟南山

王晓华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致敬最美逆行者

马诚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李杨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穆存远 沈阳建筑大学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杨杰 沈阳理工大学 生命至上

张诗扬 沈阳音乐学院 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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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绘画作品获奖名单

一等奖（20个）

姓名 单位 题目

孙妍 辽宁师范大学 佑我中华

杨明 辽宁工业大学 大爱无疆

张鹏 辽宁工业大学 我们在战斗

李丹丹 辽宁何氏医学院 期盼

潘畅 辽宁科技大学 战疫

毛继宁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众志成城

王胜军 大连艺术学院 默

吴英俊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会好的

曹雁楠 东北财经大学
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都与我有关

伊春雨 中国医科大学 扶危度恶，医生担当

赵鑫 中国医科大学 最美逆行者

杨楠 辽宁大学 逆行者

李宗泽 沈阳建筑大学 在岗一分钟尽职60秒

胡舒晗 鲁迅美术学院 2020年的守护

冯天 辽宁科技大学 术后清晨

吕子扬 沈阳师范大学 致敬白衣天使

殷世平 东北大学 疫情下，特殊的开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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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强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致敬白衣天使

冯靖宇 辽宁职业学院 为人民服务

邓丽华 沈阳音乐学院 感动的瞬间

二等奖（40个）

姓名 单位 题目

王哲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最暖鞠躬

朱佳慧 辽宁何氏医学院 凝

赵东巍 辽宁何氏医学院 致敬铁路英雄

徐美慧 辽宁何氏医学院 辽宁清零

王野 辽宁省特殊教育师范专科学校 壁画

王东 辽宁科技大学 在家画画，就是做贡献

李博阳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武汉加油

何英 中国医科大学 扬帆远航

张莜雯 大连医科大学 坚守

丛鹏 大连艺术学院 沁园春战病魔

乔诗雯 锦州医科大学 未来可期

文浩人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防控疫情靠合力

张艳慧 中国医科大学 归来繁花盛开时

那士伟 辽宁大学 天使

董与思 辽宁大学 科学防疫

赵悦 沈阳城市学院 暖医

孙昭思 沈阳理工大学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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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福顺 辽宁中医药大学 寄语青年

林大勇 辽宁中医药大学 勇斩新冠

刘玉玲 辽宁广告职业学院 同舟共济战时疫

付宝萃 辽宁何氏医学院 坚定信息，共克时艰

王瑜 辽宁科技学院 惊呆春风

何颖贤 沈阳建筑大学 建大学子的一天

陶华滨 沈阳师范大学 火神山

白霞 中国医科大学 无题

郑华洋 辽宁大学 众志成城，同心抗疫

高思阳 中国医科大学 致敬英雄

吕青柳 中国医科大学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邈晓丹 中国医科大学 最美红医逆行者

王爽 大连理工大学 英雄城市-武汉

朱孟然 大连艺术学院 雷神山

史泊宁 东北财经大学 生与死的较量

王全山 东北大学 中国必胜

张晨 东北大学 风雨无阻

张玉梅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守望

郭嵘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致敬战疫中最美的她们

詹昕萌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应援

刘健 沈阳建筑大学 为了谁

袁婷婷 沈阳建筑大学 建大英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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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月秋 沈阳建筑大学 最美的背影

三等奖（60个）

姓名 单位 题目

郝国馨 鲁迅美术学院 物种战争

付丽丽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奉献

张旭 沈阳音乐学院 红色的力量

刘悦 中国医科大学 致敬逆行者

吕晓颖 中国医科大学 我们带你一起战胜病毒

刘中乐 辽宁中医药大学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刘艳莉 中国医科大学 送战友

于浩 中国医科大学 救护车

姜帆 沈阳药科大学 一路平安

孙月红 辽宁大学 战疫

王辉 大连工业大学 大家

方明 辽宁工业大学 不忘初心，不辱使命

贾夺 辽宁工业大学 英雄

王铎 东北大学 雷火镇魔，医者治疫

韩笑 锦州医科大学 心文

解鸿远 辽宁何氏医学院 抗疫英雄

丁荔 大连理工大学 致敬最美逆行者

刘路遥 大连医科大学 雷神山，病房内外

方绎程 大连医科大学 致敬大医二院最美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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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馨野 大连艺术学院 大连小伙

刘燕华 辽宁教育学院 春分已至，英雄可归

胡晓红 辽宁警察学院 严防死守

张承东 辽宁科技学院 风碑

刘兴本 辽宁科技学院 火速支援

张瑾 辽宁科技学院 居家日子

曹灿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携手共渡难关

邹丽媛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最美天使

喜力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负重前行

谭晓东 沈阳药科大学 用生命守护地球

吉丽君 锦州医科大学 守望

傅小品 辽东学院 爱从不缺席

尹达菲 沈阳农业大学 国土无双

崔贺 沈阳师范大学 春暖花开

马晟瑶 沈阳师范大学 守望春天

吴琼 沈阳体育学院 战疫英雄

陈露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担当

伏晓宇 东北大学 最美逆行，中国加油

佟盛强 辽东学院 无畏

何佳 辽宁教育学院 白衣天使

董广 辽宁工业大学 同心抗疫

付磊 辽宁何氏医学院 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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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 辽宁何氏医学院 无题

孙佳琳 沈阳建筑大学 向逆行者致敬

张楠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众志成城

霍长虹 辽宁科技学院 白衣天使

任硕 辽宁科技大学 复苏

陈卓林 辽东学院 献礼

张静 锦州医科大学 拥抱磨难

栾英 大连医科大学 联合

孙晓光 大连医科大学 杨丽夫人

张丹丹 大连医科大学 重拳出击，同心抗疫

冯素杰 大连艺术学院 无题

何苗 大连艺术学院 众志成城，春风可待

王天佳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爱

刘洪泽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加油

孙大莉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最美逆行者

赵光弟 辽宁教育学院 武汉重光

孙巍 辽宁科技学院 断发出征

张文明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医鼓作气，护我华夏

舒畅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致敬挺身而出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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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摄影作品获奖名单

一等奖（20个）

姓名 单位 题目

孙颖 大连医科大学
大连首批援鄂英雄凯旋-组

图

孙冬 大连医科大学 大白在身边

孙艳 大连医科大学 竖起大拇指

徐程洁 辽宁中医药大学 最美妆容

孙明东 东北财经大学 畅想主旋律

杨华 东北大学 “云直播、云竞赛”东信人

刘慧美 锦州医科大学 妈妈我想你

刘徐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实训课直播

沈坤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战“疫”有我

袁春辉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大爱

王彩荣 辽宁教育学院 疫“路”情深

周园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送别援鄂天使

王兴阳 沈阳农业大学
疫情期间，保障我校网络安

全运行

孙颖 沈阳药科大学 归来

李成亮 沈阳音乐学院 隔离期满

李勇 中国医科大学 爱心传递

梁杰 中国医科大学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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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肖肖 中国医科大学 锦州救治新冠患者随拍

李鑫 中国医科大学 最严谨的关爱

李良 中国医科大学 宝贝让我亲亲你

二等奖（40个）

姓名 单位 题目

周锐 沈阳体育学院 雪中逆行的骑士-组图

胡春桥 沈阳音乐学院
坚持就是胜利、坚守阵地、

夫妻齐心战新冠-组图

黄伟 大连医科大学 雷神山记忆-组图

袁硕 辽宁中医药大学 守护

王宇 辽宁中医药大学 家国同心

齐敏 辽宁中医药大学 凯旋

张秀霞 大连医科大学 隔离病毒不隔爱

唐燕 大连医科大学 感恩

田薇 大连医科大学 惜别

阮芳芳 大连医科大学 学会洗手

李源 大连艺术学院 无题

李杨 东北大学 胜利

王莹 锦州医科大学 归

李星烨 锦州医科大学 暖

孙仲旻 辽宁财贸学院 坚守

高红 辽宁大学 书店开门了



17

李想 辽宁工业大学 最美雾镜

贾茜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全民抗疫，爱卫同行

张卿侨 辽宁何氏医学院 共克时艰

黄雅平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复学防控

高德昊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尽职尽责

王海涛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进校消杀

张守正 辽宁教育学院 风雪坚守

于莹莹 辽宁教育学院 逆行中的坚守

王强 辽宁科技学院 一丝不苟

郑关雨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疫起行动

王嘉姝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为复学而战

宁静 辽宁特殊教育师范专科学院 盛京义勇深夜守候

邵超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抗疫志愿者

关伟明 辽宁职业学院 回家

牛连强 沈阳工业大学 防疫，隔栏送温情

佟金 沈阳建筑大学 防疫保卫战

赵永麒 沈阳建筑大学 抗击疫情，我们是认真的

李波 沈阳药科大学 爱的传递

李蓉蓉 沈阳药科大学 回家

李悦 中国医科大学 爸爸我爱你

刘杨 中国医科大学 你笑起来真好看

韩云 中国医科大学 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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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迎春 中国医科大学 最痛的瞬间

王雪娇 中国医科大学 最想拥抱你

三等奖（60个）

姓名 单位 题目

左悦 辽宁中医药大学 让病毒无处遁形

李明哲 辽宁中医药大学 筑牢防线

李莉 辽宁中医药大学 这样我才放心

栾林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最美志愿者栾林教授

原艺 辽宁中医药大学 曙光

苏里 辽宁大学 教学上线，思政永不下线

孙寰 大连工业大学 静待春来

刘爽 大连理工大学 疫情来袭，校园封闭

陈智宇 大连外国语学院 我的复学视角

徐美娜 东北大学 核酸检测

朱宇楠 大连医科大学 胜券在握

徐黎君 大连医科大学 专注

郑琦凡 大连艺术学院 疫情现身影

王蕊 大连艺术学院 童年记忆

黄丽红 东北大学 准备好了

景诗 锦州医科大学 武汉，我们来了

徐晓琳 锦州医科大学 鲜花献英雄

李超 锦州医科大学 院长带领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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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爽 锦州医科大学 出征

陈巍巍 锦州医科大学 隔离不了的爱

周晓平 锦州医科大学 点个赞

李迎军 辽东学院 杜妈妈迎接孩子们返校

邱红 辽宁工业大学 共克寒冬，春暖花开

贺春梅 辽宁工业大学 核酸检测现场

谢晓东 辽宁工业大学 抗击疫情，党员先行

许冰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不寻常的实训课

赵莉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学生教材快速搬运

管爱民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安全卫士

苍松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童趣

朱琳琳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谁是最可爱的人

李春霞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爱满校园

刘君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关爱

王琦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站好每一班岗

张玲 辽宁教育学院 坚持

胡彬 辽宁教育学院 老师盼你回家

田东 辽宁科技学院 全民抗疫，从我做起

张鑫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专注

宋雨泽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守护我们的家园

周晓欢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蓝天白云下，白衣天使身影

挺拔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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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疫情就是命令

陈友伟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责任

沈晓虹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中华武术太极拳

武竞业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细节防护，平安你我

郑珍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致敬社区一线工作者

吴素琴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最可爱的人

刘君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疫校门关

毛孟婷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冰天雪地中的坚守

王方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疫情下的零零后担当

姚晓春 鲁迅美术学院 众志成城同心抗疫

曲弋 沈阳工业大学 阻击战尖兵

蔺彩宁 沈阳工业大学 雪中执勤

王希 沈阳建筑大学 驰援武汉，建大人在行动

刘阳 沈阳建筑大学 欢迎英雄归来

吕澄 沈阳药科大学 检测

李艳华 沈阳药科大学 严谨

董姜颖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汗水之美

汤加兵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我的小口罩

梁泽程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检测

韩晓华 中国医科大学 送战友踏征程

綦美玲 中国医科大学 最亮的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