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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国精神、致敬抗疫英雄”
新媒体文化作品创作大赛评选结果公示

根据《关于举办“弘扬中国精神、致敬抗疫英雄”新媒体文化

作品创作大赛的通知》（辽电大通字〔2020〕9 号）要求，经专

家评审，最终评选出《山河无恙，幸得有你》等 44 个优秀作品，

王伟丽等 16 名优秀指导教师，锦州电大等 3 个优秀组织奖（获

奖名单详见附件），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示。

本次评选结果公示期为三天，2020 年 6月 5日至 6月 7日。

如有异议，请于 6 月 7 日前与省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联系，联系方

式：手机：18940197621；QQ：280369531。

附件：1.“弘扬中国精神、致敬抗疫英雄”新媒体文化作品

创作大赛优秀作品名单

2. “弘扬中国精神、致敬抗疫英雄”新媒体文化作

品创作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3. “弘扬中国精神、致敬抗疫英雄”新媒体文化作

品创作大赛优秀组织奖名单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2020年 6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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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弘扬中国精神、致敬抗疫英雄”新媒体文化作品

创作大赛优秀作品名单

类别 奖项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选送单位

微文类

一等奖 山河无恙，幸得有你 丁宁 吴晓明 锦州电大

二等奖

面对防控疫情我们选择担当 逄晶 刘东伟 丹东电大

告别 田飞 张月红 电大开放

归来 张君 王伟丽 锦州电大

三等奖

疫情之下，我们不会孤单 陈红梅 张岐 鞍山电大

冲在疫情前沿最美的我-田萃 田萃 刘欣 辽阳电大

战“疫” 康倩 王志泓 抚顺电大

战疫 佟彩霞 史永华 抚顺电大

抗疫先锋，大国情怀 黄月 蔡丽珠 装备开放

优秀奖

我在春天等你 胡思亮 刘东伟 丹东电大

笃定前行终无悔 初心不改若磐石 阚意涵 高玉敏 锦州电大

平凡岗位的“疫”线人 白云 刘欣 辽阳电大

庚子鼠年疫情肆虐 大义当道温暖人心 刘淑昱 田蕴颖 丹东电大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林国生 刘东伟 丹东电大

无惧逆行 静待花开 杨志林 马琳 锦州电大

防范与战胜新冠病毒工作中的思考 王钟锐 吴兴威 抚顺电大

践行初心使命，冲锋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范增伟 李昱 抚顺电大

抗击疫情，拥抱春天 马彪 卢莹莹 阜新电大

微视类

一等奖
致敬抗疫英雄 李豫东 田蕴颖 丹东电大

天使与担当 鞠常洪 王作庆 东港电大

二等奖

抗击疫情，我在路上 毛璐 姜巍巍 锦州电大

讲述抗战疫故事 做最美抗疫人 闵钰 张蕴 锦州电大

军人的疫情假期 韩淼 刘欣 辽阳电大

三等奖

疫情下我所思 徐博商 刘欣 辽阳电大

致敬钟南山院士 边学军 孙波 鞍山电大

“疫”往“吾”前 旌旗守护 孙秀 刘东伟 丹东电大

防疫不松懈 静等宝贝归 闻淼 刘欣 辽阳电大

逆行者 纪阳 刘璐 电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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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奖项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选送单位

微视类 优秀奖

加油 刘福松 刘娟 电大开放

同心筑力抗击疫情 樊丽丽 钟声 铁岭电大

抗击疫情，我们在行动 金迪鑫 王冬梅 锦州电大

人民的战“疫” 李佳卉 林嘉庆 电大开放

疫情中的社区工作者-我们 张琳 刘欣 辽阳电大

致敬逆行者 冯晟博 张巍 锦州电大

家园合作，共战疫情 史美 王荣 锦州电大

最美逆行者最棒铁岭人 曹家铭 钟声 铁岭电大

抗击新冠、服务一线！ 王震 孙波 鞍山电大

欢迎英雄回家 鞠冉 朱秀菊 朝阳电大

微图类

一等奖 青年突击队抗疫在行动 桂源 钟声 铁岭电大

二等奖 守护 康浚 田蕴颖 丹东电大

三等奖 爱心传递文明 志愿演绎和谐 张俊杰 张岐 鞍山电大

优秀奖

中国 加油！ 柳毅明 刘欣 辽阳电大

It’s my life 张莹 王茜 阜新电大

胜利曙光 常艳艳 钟声 铁岭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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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弘扬中国精神、致敬抗疫英雄”新媒体文化作品

创作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所属单位 指导教师姓名

1 锦州电大 王伟丽

2 锦州电大 吴晓明

3 锦州电大 姜巍巍

4 锦州电大 张蕴

5 丹东电大 刘东伟

6 丹东电大 田蕴颖

7 鞍山电大 孙波

8 鞍山电大 张岐

9 辽阳电大 刘欣

10 抚顺电大 王志泓

11 抚顺电大 史永华

12 东港电大 王作庆

13 铁岭电大 钟声

14 电大开放学院 刘璐

15 电大开放学院 张月红

16 装备开放学院 蔡丽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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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弘扬中国精神、致敬抗疫英雄”新媒体文化作品

创作大赛优秀组织奖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教学单位

1 锦州电大

2 丹东电大

3 辽阳电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