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  品  名 姓  名 国家

1 隔离自拍日记（组照） 袁亚新 澳大利亚 

2 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组照） 陈奕龙 马来西亚

3 新西兰信心中国活动（组照） 赵  靖 新西兰 

4 复工专列（组照） 李全华 中国湖南

5 防疫情享单车文明出行！（组照） 吴鲁萍 中国北京

6 隔离带（组照） 张林平 中国北京

7 社区防疫管控（组照） 张向阳 中国福建平一

8 雨夜坚守（组照） 黄胜林 中国广西 

9 援鄂抗疫凯旋归（组照） 朱  进 中国贵州

10 最短的一个学期（组照） 雷  松 中国河北

11 同心抗疫（组照） 肖  毅  中国河南

12 疫情下的排练厅（组照） 肖  毅  中国河南 

13 隔离病房喜当爹（组照） 曹正平 中国湖南

14 天使的印记（组照） 曹  俊 中国江苏

15 疫情邮（组照） 张玉军  中国江苏

16 特色（蕨麻）种植（组照） 范文基  中国青海

17 城市摆渡人（组照） 董志刚 中国山东

18 疫中港口先锋（组照） 于胜宪 中国山东

19 检测与宅家（组照） 李学仁 中国新疆 

20 抗疫全家福（组照） 丽水华侨摄影学会 中国浙江

21 阿联酋当地人为武汉加油 王水波 阿联酋迪拜

22 自由的选择 周兆年  澳大利亚

23 满载而归 陈英亚  意大利

24 白衣女 郑挚慈  加拿大

25 自我隔离 郑挚慈  加拿大 

26 检测 黄秀香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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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伸出援手 陈奕龙 马来西亚

28 异国网课 方丽云 马来西亚

29 守护家园 靖广尧 美国

30 关爱 Li Chen 美国

31 准备就绪 曹铭楠 葡萄牙  

32 遛狗时段 关  捷 西班牙

33 有趣的体育课 邬  静 西班牙

34 无题 殷国王 西班牙 

35 戴口罩的童年 叶元贵 新加坡

36 爱在千万家 赵干成 匈牙利 

37 镜中人 AlexFlynn 英国

38 英国皇家艺术馆 牟  桦 英国

39 瞧这一家子 苑惠增 中国北京  

40 为学生上网课的老师 刘秋艳 中国山东

41 春光里 陈爱国 中国北京

42 忙碌夜归人 黄冠海 中国北京

43 胡同里抗疫 贾  勇 中国北京

44 风雪抗疫小哥 李国栋 中国北京

45 阻断 任兴立 中国北京 

46 错峰开学 吴鲁萍 中国北京

47 鼓楼前核酸检测 吴  强 中国北京

48 花丛树下跳起来 张  齐 中国北京

49 特别的手语 蔡碰梅 中国福建

50 今日焦点 唐明珍 中国福建 

51 我们平安回家了 吴松耐 中国福建

52 欢迎最美逆行者 汪卫东 中国甘肃

53 祠堂里的战“疫”厨娘队 黎  鸣 中国广东

54 致敬英雄 唐谭敏 中国广东 

55 背靠背 陈立武 中国广东

56 驻村干部与他的村民 周力军 中国广东

57 疫情过后学生迎来复学 张  茂 中国海南 

58 最佳防护服 王超英 中国河北  

59 凌晨五点 芦延华 中国河北  



60 全城消毒 刘玉乐 中国河南

61 不提价 戴可勤 中国江苏

62 最美逆行者 徐竞峰 中国江苏

63 疫后重逢 曾玮琴 中国江西

64 爱的力量 侯义美 中国辽宁

65 戴上口罩，常态出行 刘日升 中国辽宁

66 帽子上的雪 吴  琼 中国辽宁

67 妈妈回来了 李洪新 中国辽宁

68 守护平安 郭秀伟 中国山东

69 疫后第一梨 乔光先 中国山东

70 地铁尖兵复产复工 董志刚 中国山东

71 疫情里的志愿喂鸥人 董志刚 中国山东

72 疫情中---井然有序 鲍国良 中国上海 

73 子夜 柯思嘉 中国上海

74 病人已出尽 许心刚 中国上海 

75 风雨中的坚持 王  奎 中国四川 

76 学海无涯 王  奎 中国四川 

77 市井烟火气 燃放夜经济 周修建 中国四川 

78 村主任为外出村民带口罩 李庭坤 中国云南 

79 疫情下的浪漫 贺勋毅 中国浙江

80 开往春天的列车 周  宇 中国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