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0 年全国优秀消防科普宣传教育作品评选大赛” 

获奖作品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单位 作者 

优秀消防科普图书 

1 《会灭火的大象艾力》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 

研究所 

吴佩英、王荷兰、朱江、

陈瑞廷、吴疆、林灵、 

王俊军、秦文岸、吴莹、

吴静、张梦伊、徐淳娣、 

祁敏、杨君涛、李祥 

2 《蓝精灵护卫》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周哩平、杨泳、张浩

文、邓花 

3 《漫画消防》 兰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兰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一等奖（27 个） 

1 《蓝同学的一天》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彭盛荧、何子豪、周子

程、张智杰、康佳欣、张

钰阳、刘洋、黄蓉 

2 《铸铁军魂》 中国国画研究院陕西分院 曾祥斌 

3 
《MR 灭火器教学训练测评

系统》 

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 

研究所 

宋文琦、肖磊、张文彬、

陶鹏宇、王珺、李艳志、

邢瑞泽 

4 
《复工复产复课消防安全

提示系列海报》 

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 

研究所 

肖磊、张琰、宋文琦、 

赵祥、张文彬、王珺、 

冯旭 

5 
《电气火灾预防宣传片—

住宅篇之电气线路火灾》 

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 

研究所 
吴莹、郭晨 

6 《森林消防》 延安北大培文学校 李泽楷 

7 《灭火英雄》 延安北大培文学校 冯天佑 

8 《守护》 延安北大培文学校 谢杨昀襄 

9 消防相声《家有火情》 
襄阳市笑傲江湖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 
王许明 

10 
《消防知识牢牢记 消防员

叔叔最安全》 

渭城区文汇初级中学 

二年级 
李晨曦 



11 快板《消防安全记心间》 
天津市南开区消防救援 

支队 
梁原、张晗 

12 《烈火炼真金》 
天津市南开区消防救援 

支队 
韩雪 

13 
《姑苏消防杂记·消防知

识图解》 

苏州市姑苏区消防救援 

大队 

张齐翔、毛炳清、张利

明、姜玉智、陈奇龙 

14 《礼赞英雄八首》 陕西省艺术研究院 宋小玲 

15 
《英雄，是这个春天的主

题》 
陕西省煤业集团公司 李永刚 

16 《剖因析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丁龙、涂然 

17 《火神》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周哩平、陈奎帆 

18 《舞台剧：蓝精灵护卫》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周哩平、杨泳、周元烨、

宋宇翔 

19 《最美逆行者》 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 刘经帅、潘硕 

20 《天干物燥》 
广东省韶关市消防救援 

支队 
王希宇 

21 
《消防安全宣传“五

进”》 

广东省韶关市消防救援 

支队 
杨梁伟、王希宇 

22 《竭诚为民》 
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消防

救援大队 
王小亮 

23 《魔音说消防》系列视频 
广东省江门市消防救援 

支队 
魏聪、雷媛媛、徐锦辉 

24 《后院着火》 
北京东方核芯力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闫月 

25 《孤胆英雄》 棒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杨伊晴 

26 《科幻消防》 棒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李雨彤 

27 《灭火英雄》 棒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刘芯町 

二等奖（61 个） 

28 《火灾防范公益广告》 
枣庄市台儿庄消防救援 

大队 
李秀明 

29 
《逆行侠带您了解应急消

防安全知识系列海报》 

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 

研究所 

肖磊、张琰、宋文琦、王

玥、王珺、赵婷婷、 

贾洪琛 

30 
《鸱吻小讲堂之独立式感

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 

研究所 

林灵、朱江、吴疆、张

悦、宋宏、张德健、吴佩

英、王荷兰、秦文岸 



31 
《大美新疆“消”遥游，

消防平安伴你行》 

伊犁州消防救援支队新闻

宣传处 
梁泽海 

32 

《消防实验室丨小静电有

大威力》《遭遇电动车火

灾，你该如何逃生？》

《消防实验室丨汽车自燃

怎么办》《消防通道=生命

通道，别再给消防通道添

堵》 

扬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吴菲菲、赵云、姚相宇、

刘伟、胡雪芝、徐畅 

33 《烈火·英雄》 延安北大培文学校 侯京瑶 

34 《消防超人》 延安北大培文学校 李音乐 

35 《消防精英》 延安北大培文学校 辛灵 

3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宣传

海报》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新闻 

宣传处 
王超凡 

37 
《社会和谐是福 消防安全

是金》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 马振彪 

38 《七绝-悼念救火英雄》 西安市鄠邑区春秋诗社 王明奇 

39 
《七绝·悼凉山消防英雄

有感》 
西安市鄠邑区春秋诗社 陈云鹏 

40 
《立文博之志，铸铁军之

魂》 
西安皇都书画艺术研究院 石溪 

41 
《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

好家园》 
芜湖市消防救援支队 庄宏 

42 

《别怕，有我在》《我们

就是您的腿》《生命诚可

贵》 

芜湖市消防救援支队 李智、庄宏 

43 《火场逃生》 渭城区八方小学 王梓焜 

44 《拒堵》 
天津市宝坻区消防救援 

支队 

王晓泽、尤满意、姚博

洋、许艳红、赵泽元、曹

彦泽 

45 
《楼道给车充电 好比点燃

炸弹》 
滕州市消防救援大队 张厚桢 

46 《勇斗火魔》 塔城消防救援支队 朱子奇 

47 
《清明悼念凉山消防英

雄》 
陕西省诗词学会 商子秦 

48 
《读凉山消防中队长张浩

朋友圈，敬畏》 
陕西省诗词学会 王小凤 



49 
《悼念凉山扑火烈士四

首》 
陕西省诗词学会 张永贤 

50 
《凉山救火英烈颂(二

首)》 
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郭健 

51 《防患未然永铸平安》 陕西秦源书画院 张明琪 

52 《再见亦是英雄》 
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新闻

宣传科 
罗兵、涂培源、邱敏敏 

53 《火灾逃生小歌谣》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 

研究院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

究院 

54 
《沉痛悼念救火英雄高继

垲同学》 
略阳县荣程中学 周小乔 

55 
《农村消防安全宣传漫

画》 
喀什地区消防救援支队 陈辰 

56 
《消防漫画之家庭防火与

逃生自救》 
江苏省徐州消防救援支队 张海路、周骏臣 

57 《舞动的精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何明铭、栾梦蝶、陈金岳 

58 《隐藏在身边的危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汪志勇、朱鲁青 

59 《与火共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晨、郭晓雪 

60 《我的眼里只有“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谭甜甜、周子涵 

61 《砂之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段君瑞、余龙星 

62 《火焰中的精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葛樊亮、王正 

63 《燃烧的速度》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周哩平、陈奎帆 

64 

《红四方突起“大火”合

肥消防 38 辆消防车紧急赶

赴现场》 

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 朱小妹、潘硕 

65 《烈火英雄》 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 张光、潘硕 

66 

《高考结束放假注意事

项》《私占室内消防栓》

《酒精着火怎么办》 

广东省肇庆市消防救援 

支队 
曾兰兰 

67 
《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万

顷森林毁于星火》 

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消防

救援大队 
陈恒贤 

68 《漠阳消防—直击现场》 

广东省阳江广播电视台、

广东省阳江市消防救援支

队 

蒋晓云 



69 

《历史上的今天之电动车

火灾》《历史上的今天之

西宁市百货大楼火灾》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消防

救援大队 
吴文伟 

70 《长大后我想成为你》 
广东省韶关市消防救援 

支队 

广东省韶关市消防救援 

支队 

71 
《主播话消防》《“候

鸟”公益广告》 

广东省佛山市消防救援 

支队 
李林 

72 

《消防安全知识广播剧》

《广播剧-十万火急的爱

恋》 

广东省佛山市消防救援 

支队 
赵华 

73 

《厨房无小事》《老旧排

插不可靠》《生命不可重

来》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消防

救援大队 

何咏琪、刘泽瑾、陈赓

源、燕秋杰、林智飞、范

明利、李伟 

74 
《消防指战员形象展示绘

画集》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消防

救援大队 
田甜 

75 

《消灭毒烟之抑烟技术的

应用—以热塑性聚氨酯弹

性体（TPU）为例》 

福州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叶娅婷、杨晔、聂逸喆 

指导老师：施永乾 

76 《敬礼》《组图：破拆》 
昌吉州消防救援支队综合

指导科 
洪文乐 

77 《百变消防》 棒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许宸昊 

78 《消防总动员》 棒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方程瑶 

79 《了不起的消防员》 棒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杨芳洁 

80 《救援》 棒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周林茵 

81 《如果没有如果》 巴州消防救援支队 丁启保 

82 
《新疆消防形象宣传组

图》 

阿勒泰消防救援支队 

阿勒泰市大队 
孟涛、侯春艳 

83 
《七绝·悼凉山扑火烈

士》 
西安市鄠邑区春秋诗社 卢曙辉 

84 
《满江红·凉山森林灭火

有吟》 
陕西省铜川市诗词学会 董西学 

85 
《消防安全教育要从孩子

抓起》 
西安市庆安中学 朱思桐 

86 

《消防安全摆心间》《幸

运快乐永相伴》《消防安

全“三清三关”》 

重庆云码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彭地、刘涛、牟炳勤 

87 
公益广告《说唱消防通

道》 

重庆意味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李小勇、李军青 



88 公益广告《近邻公约》 
重庆意味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尹梦颖、陈仁豪 

三等奖（109 个） 

89 
《私家车消防安全之儿童

篇》 

中山市消防支队救援支队

南朗大队 
林志勇 

90 
《消防喷淋系统科普展示

平台》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董海龙、周立萍、李慧宇 

91 
《枣小消实验课堂：电吹

风吹出的危险》 
枣庄市消防救援支队 张鹏、张振 

92 
《“西游”系列皮影公益

短剧》 
枣庄市消防救援支队 徐帅 

93 《凉爽一下》 
原天津市公安局（已退

休） 
杨戈 

94 
《疫情防控期间消防安全

能力培养系列视频》 

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 

研究所 

肖磊、宋文琦、张琰、赵

祥、张文彬、崔海浩、王

珺、阚强、徐大军、 

任常兴 

95 《灭火先锋》 延安北大培文学校 艾沁喆 

96 《逆行者风采》 延安北大培文学校 安敏睿 

97 《全速前进》 延安北大培文学校 霍心甜 

98 《水灭火，人显情》 延安北大培文学校 梁卓 

99 《烈火英雄》 延安北大培文学校 李柯燃 

100 《烈火英雄》 延安北大培文学校 折清雅 

101 《中国消防团结一心》 延安北大培文学校 马子禄 

102 《战火神》 延安北大培文学校 韩欣蔚 

103 《无声的悲剧》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新闻 

宣传处 
马振彪 

104 
《手绘系列消防安全公益

广告》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 余彬 

105 《消防救援相框》摆件 
新疆火韵精雕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张运 

106 
《向国旗敬礼，为祖国庆

生》 
咸阳市消防救援支队 冯晨 

107 
《这是您不得不看的消防

安全小贴士》 
西咸新区消防救援支队 蔚元彬 



108 
《七律·悼凉山灭火卅位

英雄》 
西安市鄠邑区春秋诗社 郝民权 

109 

《蝶恋花·为四川凉山消

防队三十位救火殉难勇士

题写》 

西安市鄠邑区春秋诗社 赵奇立 

110 《悼凉山烈士》 西安市鄠邑区春秋诗社 张萍 

111 
《金色盾牌—悼凉山灭火

卅烈士》 
西安市鄠邑区春秋诗社 赵秀萍 

112 
《悼四川凉山灭火卅位勇

士》 
西安市鄠邑区春秋诗社 罗攀征 

113 
《〔大石调·初生月儿〕

清明祭凉山救火烈士》 
西安市鄠邑区春秋诗社 金西安 

114 

《1 分钟你能做些什么》

《“3.15”真假灭火器》

《居家生活消防安全隐

患》 

芜湖市消防救援支队 李智、庄宏 

115 《身边的火焰蓝》 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 朱霍煊 

116 《烈火英雄》 文汇初级中学 秦钰鑫 

117 
《农村火灾宣传教育警示

片》 
吐鲁番市消防救援支队 李舟威 

118 
《录习总书记关于应急救

援队伍训词》 
通关书法协会 杨社友 

119 《体验》 天津市消防协会 鲁会生 

120 
《一分钟穿透电气火灾迷

雾系列视频》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 刘昭 

121 《社区消防安全提醒》 
天津市南开区消防救援 

支队 
于天逸、郝辰岂 

122 《灭真火演练》 
天津市南开区消防救援 

支队 
王英浩 

123 《锁定目标》 
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 

总队 
杨娃娃 

124 《协作》 
天津市公安交通警察总队

河北支队 
徐乐元 

125 《剪纸：逆行者颂歌》 石河子市消防救援支队 潘勇帆 

126 《安全一点，幸福十分》 石河子军垦文化人联谊会 杨海超 

127 《烈火英雄》 石河子军垦文化人联谊会 潘劲伸 



128 《人民的“守护神”》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张琦 

129 

《电动车之“伤”—汕尾

市电动车火灾事故警示宣

传片 》 

汕尾市消防救援支队 王晓怀 

130 《痛悼凉山救火英烈》 陕西师范大学 胡安顺 

131 

《对党忠诚赴汤蹈火秉操

守，为民倾心防患未然鸣

警钟》 

陕西省书法协会 王刚 

132 《咏凉山救火英雄》 陕西省诗词学会 孙民随 

133 
《致敬，三十座巍峨的大

山》 
陕西省诗词学会 宗振龙 

134 《献给凉山救火烈士》 陕西省诗词学会 东川 

135 《悼凉山扑火烈士》 陕西省汉中市诗词学会 杨再丽 

136 
《烈火真金见，唯我火焰

蓝》 
陕西神州书画研究院 董瑞琦 

137 《发生火灾了怎么办》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 

研究院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

究院 

138 《火灾后的动物》 蒲城消防大队 王瑶 

139 《大学生消防安全画册》 南京邮电大学 吴学政 

140 

《驱蚊产品使用不当会引

发火灾？连云港消防实验

告诉你》 

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 苏欣 

141 《我要好好抱抱你》 克州消防救援支队 迪力亚尔·阿力普 

142 《生命的宽度》 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 宋学锐 

143 
《江山方言道情之“生命

通道”》 
江山市消防救援大队 江山市消防救援大队 

144 《你的眼眸》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栾梦蝶 

145 《火之妖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金岳、刘春祥 

146 《依依不舍的双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黄永龙、王晨 

147 《火之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郭晓雪、葛樊亮 



148 《涅槃重生的火凤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博 

149 

《面向国家火灾安全需

要，攀登世界火灾科学高

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正 

150 《身临“火”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周子涵 

151 《定时炸弹》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周哩平、孙晔韬 

152 
《公众消防安全知晓率答

题系统》 
河南消防职业培训学校 

闫彦、郭琳、杨凯蕊、牛

玉峰、于嵩山、王伟 

153 
《烈火中的坚守》《青春

的底色》 
和田地区消防救援支队 王雪莲 

154 《火灾场景复原》 
合肥迅焱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胡银方、杨慎林 

155 
《宝宝不哭！我们接着

呢！》 
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 潘硕、赵云海 

156 《兄弟们，前进！》 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 潘硕 

157 
《丞相别怕之赤壁消防

队》 
汉中市消防救援支队 蒋小华、党峰 

158 《与生命赛跑》 汉中市消防救援支队 张松涛 

159 
《消防员的训练日常（组

照）》 
汉中市消防救援支队 刘阳 

160 
《消防拉动演练（组

照）》 
汉中市消防救援支队 乔国强 

161 《谎报警情》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消防

救援大队公明消防救援站 
张君斌 

162 

《村民自建房，防火莫大

意》《生命安全需要“网

开一面”》《战役情防火

情》 

广东省韶关市消防救援 

支队 

广东省韶关市消防救援支

队 

163 《最美瑶乡逆行者》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消防 

救援大队 
邓芳萤 

164 

《消防宣传五进系列宣传

动画》、《消防宣传五进

系列创意海报（第二

版）》 

广东省汕头市消防救援 

支队新闻宣传科 
王顼乐 

165 《逆火前行》 
广东省茂名市消防救援 

支队 
梁恩瑜、黄宇彬 

166 《我想对你说》系列海报 
广东省江门市消防救援 

支队 
魏聪、雷媛媛、徐锦辉 



167 
《入住宾馆酒店消防安全

温馨提示》 

广东省河源市消防救援支

队、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

消防救援大队 

河源市消防救援支队 

168 
《河消龙说消防系列海

报》 

广东省河源市消防救援 

支队 
河源市消防救援支队 

169 《消防蓝玫瑰》 
广东省佛山市消防救援 

支队 
赵华 

170 《火花四溅》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

消防救援站 

何咏琪、刘泽瑾、陈赓

源、燕秋杰、林智飞、范

明利、李伟 

171 《为生命争分夺秒》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消防

救援大队 
杨荣基、赖汶君 

172 《消防宣传进农村》 伽师县消防救援大队 魏荣菊 

173 三维动画《福吉报到》 福建省消防救援总队 福建省消防救援总队 

174 

《顺德消防火灾原因调查

片（工厂火灾调查流

程）》 

佛山市顺德区消防救援 

大队 
梅丹 

175 《无悔消防兄弟珍重》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消防 

救援站 
张宏曙 

176 
《打通生命通道系列视

频》 

佛冈县大队石角消防救援

站副站长 
张子衡 

17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 昌吉市消防救援大队 胡建琦 

178 
《迪星天消防科普教育

馆》 
重庆迪星天科技有限公司 刘侠生、王怀明、邓永洪 

179 《播撒希望》 博州消防救援支队 袁祥建 

180 
《生活中引发火灾的小危

险—微波炉》 

北京中山消防保安技术 

有限公司 

北京中山消防保安技术有

限公司 

181 《独自在家》 
北京东方核芯力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闫月 

182 
《安安全全科普系列之校

园火灾篇》 
北京东晨润科技有限公司 张晓瑞、陈金东 

183 
《蝶恋花·悼凉山救火牺

牲烈士》 
宝鸡市诗词学会 邓汉章 

184 《火怪物，快走》 棒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马雨菲 

185 《字绘消防》 棒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王之煜 

186 《消防员》 棒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王凯锐 



187 《无名英雄》 棒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梁易轩 

188 《消防英雄》 棒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肖梓涵 

189 《齐心协力》 棒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陈可馨 

190 
《119，火警英雄在我们身

边》 
棒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王礽卓 

191 《逆行英雄》 棒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韩沛祎 

192 《冲刺》《逆行者》 白水县摄影家协会 马佑民 

193 《演练》 白水盛美时代艺术公司 孙国华 

194 
《大美新疆“消”遥游系

列消防知识提示片》 
阿勒泰地区消防救援支队 张建忻 

195 《凉山森林火灾感怀》  陕西省铜川市诗词学会 郑艳萍 

196 《悼凉山救火罹难英烈》  陕西省铜川市诗词学会 任延辉 

197 《烈火中永生》  陕西省铜川市诗词学会 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