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第十七届青青草杯原创作品大赛 

获奖名单 

 

一等奖 

孙杨  风雨同舟 

代珈源  贾岛寻隐者不遇 

钱思晨  全民抗疫 

孙溪遥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金洪正  英雄 

倪佳  抗击疫情 

刘禹鑫   我的梦想 

梁峰     白衣战士 

王之奇   一家亲 

刘悦同   松原桥边空气新 

王艺潼   科技改变生活 

金荣     出征 

张京晶   抗击疫情 

李佳恩   拥抱家园 

刘子萌   悬壶五言诗 

袁雅琳   我最喜欢的书中人物 

潘宣羽   最美逆行者 

梅琳     致敬最美逆行者 

乔子涵   致敬逆行者 

刘祉旸   古诗一首 

宋书薇   共克难关 

辛友好   家园防线 

周玥彤   时速 

杨晨宇   深山熟石榴向日便开口 

杨俊迪   抗疫 

倪嘉文   古诗 

王思凝   手拉手共同战疫 

房依凝   众志成城抗疫情 

梁维乔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纪怡彤   嬉戏 

赵彬     与子同袍 

聂舒阳   与医同行 

卢东海   寻隐者不遇 

王梓竹   紧急救援 

周琨振   不断地期盼 

赵吉豫   最美逆行者 



刘佩霓   白衣卫士 

谭琪    必胜 

高金汝   天使 

高梓琪  我们胜利了 

韩育宁   赤心育桃李 锁国满枝头  

冯艾琳   以爱之名，同心战“疫” 

刘美希   春从天上来·沐春阳 

崔怡然   梦里花落知多少 

王栋     金秋十月 

刘语涵   抗击疫情 

韩金辰   黑夜中最闪亮的星 

二等奖 

金炫朱 讲卫生、好习惯 

朴孝燕 齐心协力战疫情 

乔振洋  刘禹锡陋室铭 

王皎仪  古诗七绝二首 

赵禹涵   守护平安 

王子嘉   抗击疫情中国加油 

刘芷伊  五言行书对联 

郭永泽  众志成城 

王祥瑞  我有一颗抗疫之心 

江鑫    抗击疫情——终南山 

李俊达   中国必胜 

刘莉     疫情在前 责任在肩 

李俊瑶   我的家乡 

郭子夷   音乐会 

刘心瑜   故乡 

李明泽   少数民族少女 

丁盛洛   众志成城 

王艺齐   古诗词 

孙赫临   对联 

戢馨元   对联 

王悦臣   向日葵 

李岳恒   疫论 

黄泓城   致敬抗疫英雄 

夏德坤   出淤泥而不染 

杨宇瑶   中国加油 

崔智彦   我们来保卫国家 

林孟莹   抗疫英雄 

吴贺     口罩护身抗疫诗 

苗金雨   春晖满园 

刘琦      抗击疫情 

孙钰      抗击疫情 



赵恩惠    防控南瓜屋 

姚博续    “疫”起努力 

潘雨鑫    一群生物“横扫”世界 

陈昊然   你是最美逆行者 

郝悦     抗击疫情的诗篇 

邢忆宁   永久杀毒中 

胡杨一涵  我也来加油 

张珈宁    春风 

贺家莹    古诗二首 

高铭翼    万众一心，战胜疫情 

郭镇宁    武汉加油 

李明远    团聚 

陈美霖    无惧前行 

刘芷含    守望相助 

马歆然    花一样的英雄 

赵玺涵    行书：苏轼上韩太尉书 

张书赫    喜报花开朵朵红 

李怡萱    抗击疫情 

梁恩睿    战疫 

李雪松    七言 

朱贞诺    五言 

韩珊珊    我们一定赢 

王侨翌    逆行者的背影 

安怡诺    防控口号 

刘昊辰    抗疫英雄 

郭欣怡    好朋友 

王珉      海 

公维坤     茗坡 

赵文卓     不忘初心 

王子铜     给武汉人民的一封信 

费浚洋     背影 

黄国峰     速度女孩 

崔宝英     承诺 

李知恩     抗疫英雄 

王禹丁     鲜花送给英雄 

葛奕宁     鲁智深 

孙雪竹     关羽 

于美欣     口罩中流淌的温暖 

周瑞佳     天使之爱 

梁璐       少年自律则国安 

邵文超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杨佳瑜     武汉加油 

孙渤涛     牡丹花开 

郝斯涵      众志成城 



王鼎一      病毒退散 

刘馨婷      因有众生，才有人间 

李柠含      白衣天使 

李峰翔   同心战“疫”，同屏共振 

刘玉涵    消灭病毒 我最强 

李津瑶    新冠疫散  鸟语花香 

刘雨虔    孔雀开屏、吉祥如意 

张睿宁    祖国一帆风顺 

许欣然    花仙子 

田宇      感恩天使 

滕悦      必胜 

田佑     念奴娇﹒赤壁怀古 

韩恩熙    人间大爱 

李梦辰    悬壶济世 

宣佳乐    抗击疫情 

黄欣怡    我最喜欢的书中人物--阿廖沙 

姜松廷    纵然山河有恙，不敌世间盛情 

董相汝    我心中的英雄 

三等奖 

崔智民   家园 

马涵聪   瀑布 

杨浦霖   软笔书法 

王明玉   毛泽东沁园春雪 

王玉博   毛泽东人民解放占领南京 

周丙旭   古诗七首 

腾子陽   弘扬正气 

腾阳     孝老敬亲 

孙洪霖   团结一心  抗击疫情 

胡宸恺   战胜疫情 

张芷毓   奋不顾身 只为守护你 

李品源   七言行书对联 

宫近森   嫦娥奔月 

邹秉宸   武汉加油 

周诗洋   我最爱的书中人物 

徐林铖   山青水绿  家乡最美 

王瑞琪   守护 

朱弘     你是我们的超级英雄 

刘浩然   致敬，小姨 

曹梦璐   春天，在不远处 

刘玉彤   小松鼠 

张熙尧   雪中温情 

刘夏     雪 

李星瀚   嫦娥奔月 



陈丙哲   古诗词 

程昊     诗词 

栾焕同   武汉加油 

王晴     陋室铭 

杨淳     对联 

杨玉卓   对联 

王君龙   抗疫集句 

王禹荀   生病的假期 

李雨芯   爸爸妈妈又出门了 

邹俊熙   我的抗疫四部曲 

袁姝雅   道德经节选 

张嘉琪   豪对疫情，春暖花开 

姜智妍   抗击疫情、众志成城 

金宜静   击退病毒 

吴敏锐   我最喜爱的书中人物白雪公主 

杨千烨   富贵平安 

杨茗淇   高山流水 

龙尧     认真落实、防控措施 

高悦嘉   我最喜欢的书中人物 

刘嘉赫   抗击疫情 

于沐泓   抗击疫情 

卞雨浩   心中的诗仙 

全有康   团结战“疫” 我们在一起 

周瑾宣   抗疫书法对联 

陈佰硕   抗击疫情，不做旁观者 

赵奕皓   战役 

梁思琦   抗击疫情 

孙瑞泽   抗击疫情的诗篇 

曲希     共同战役、中国加油 

王子睿   中国加油，世界加油 

齐婉伊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陆雨沫   古诗一首 

王洋     古诗一首 

周熙然   古诗一首 

金文雯   中国加油 

陈文琳   最美逆行者 

孙嘉俊   逆行者 

姜为翰   祈福 

张京晶   抗击疫情 

董亿     英雄 

李沐芷   中国！加油 

庞琳橦   无硝烟的战斗 

王柯然   武汉加油 

金智恩   荷深水风阔雨过清香发 



袁俪畅   玉堂春色 

唐好     《独坐敬亭山》 

刘思瑜   万众一心战疫情 

王佳茵   抗击疫情中国加油 

闫一鸣   世界同心 

邱宇静   古诗 

徐艳艳   古诗  

云霞    古诗 

付静   钟爱读书的我们 

吕阳   书香假日 

陈浩   抗疫 

李旭窈 加油战疫 

肖程达 守护一生 

贾琪   神奇鹿角 

张涛炜 题西林壁 

官一迪 明月几时有 

邹宇轩 国是家 

周一然  红色记忆 

陈禹硕  与病毒作斗争 

王宇尚  我为他们点赞 

回恩泽  读《逆战勇士》有感 

马立航  期盼春暖花开 

荣斯姸  领袖毛泽东 

王一涵  不忘过往，不畏将来 

刘恬池  中国梦 

王瑞    战疫必胜 

武馨宇  厚德传大爱 患难见真情 

邢帏尧  病毒的末日 

金缕兒  万众一心 

赵国祥  众志成城万众一心 

李佳睿  送瘟神 

赵佳玉  众志成城 

刘博文  爱在春天 

范一诺  战疫必胜 

杨智涵  素描 

代欣航  家居碧水  青山畔 

王嘉晨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董芮闻  我们在一起 

袁兆谦  送温瘟 

肖佳彤  力量的对抗 

王艺珽  白衣天使 

郭淼    七律•送瘟神 

王湛凯  书论节选 

齐奥    绽放 



陈佳露  众志成城   抗疫情 

贾悦琪  防疫小卫士 

苗圣晨  浴火重生＂抗疫＂凤涅槃 

杨东默  大美吉林 

于昕北   吉祥中国 

刘柏彤  抗击疫情 祝福祖国 

张津铭  我心中的英雄 

宋雨函  抗击疫情，共赴韶华 

张轩睿  悬壶济世 

郭星冶  抗击疫情 

刘宇航  中国加油 

刘桐羽  战“疫”英雄 

刘瑞欣  黎明 

朱彦依  战役情 

李俊泽  满江红·华夏抗疫 

石轩瑞  战役情 

李婧依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孙良满  满江红•华夏抗疫 

张耀中  “疫”日里的微光 

王景禾  “疫日”沉思 

王钰    逆行者追光者 

优秀个人组织奖 

蒋  艳 

李静 

梁海田 

焦华 

拱颜彬 

连家兴 

谢晓捷 

王文君 

孙忠华 

高继华 

孙洪菲 

吴晓英 

谷红梅 

林永芳 

董小立 

郑锐 

金美花 

邓娜 

金珊 

桑愉 

孟莹莹  

王艳敏 

柴明明 

赵明 

孟繁丽 

王秀芝 

王云霞 

金春梅 

李春风 

张继荣 

李静杰 

范斌 

纪鑫 

胡春宇 

王玉英 

王婧 

尹宏 

赵连森 

于海洋 

林娜 

吕晓杰 

杨丛 

王春明 

张清杰 

张德艳 

郑敏 

李洪飞 

于晶河 

冷玉喜 

田鑫刚 

苗键  

曹春红 

高歌 

苏艳玲  

耿新凤 

郭丹 

裴海英 

刘世英 

黄艳 

孙伟 

孙亚辉 

毕明阳 

关禾 

薄巍 

包江 

邢焘 

陈子玄 

商玲丽 

历丹捷 

梁 明            

贾丽娜 

赵长宝 

梁海凤 

杨明 

王岩 

刘鑫 

赵佳音 

张悦 

刘先锋 

殷培妮 

孙佰玲  

李化程 

王晶 

裴玉 

于少华 

曹微舟 

张雯 

张静 

刘晓彧 

秦大勇 

宫丽荣 

王子彦 

孙迪 

李天舒 

程云梅 

周晓光 

马莹 

杜晓娟 

赵冠男 

孙明华 

陈立静 

佟晶 

辛炜娜            

刘琦 

王泰然 



娄靖鑫 

拱颜红 

王春梅 

苏恒博 

王海燕 

何敏 

李全军 

赵淑芬 

袁鹏 

刘扬 

魏忠丽 

陈长祯 

卢玲 

肖芮 

李雪莲 

齐媛媛 

王金鸽 

陈鹏 

许佳丹 

李明和 

徐程程 

夏季华 

王元 

刘俐孜 

马洪波 

魏美琦 

李淑红 

王立平 

刘思媛 

陈智华 

崔海燕 

边春实 

郭丽娜 

孙淑梅 

张兆凤 

韩静 

刘艳辉 

曲丹 

魏景波 

任宇彤 

曲光耀 

孙海涛  

支茵 

范殿鹏 

杜大鹏 

任玉婷 

吴洋 

何爽 

冯婷 

姜春艳 

徐正南 

汤湘江 

许花子 

李忠祥 

马淑红 

张宝利 

王秀丽 

杨建芝 

陈慧佳 

张春生 

苗莹 

刘笑梅              

王海峰 

李茉娜 

梁海田 

姜英爱          

赵营

崔春花           何淑梅           张俊红          陈经新 

优秀指导教师奖 

王安培          焦华          郑海琴          明洪伟          张力元

蔡丽丽        于百红           王岩             刘微          盛美玲 

姜波          于均玲           王晶             张哲松        郭炳良 

高丽波        祝开艳           于亚博           于丽          金春光 

胡美玲        刘文艳           郝楠             刘海涛        郝伟宏 

李明和        王嗣恒           徐程程           赵丽娜        于海龙 

辛竞          安嵘灿           樊锡萍           万兴华        周晓光 

孙明华        张海善           王凤伟           李景秋        赵珞妃 

李跃          庄佳卉           罗会玲           郑晓芳        靳冬萍 

刘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