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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环境教育优秀案例征集活动获奖名单 

 

序号 案例名称 作者 单位 
省

省份 

特等奖 

1 中华虎凤蝶生存状况调查与自然保护（高淳地区） 贾晓红、陈瑞基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桠溪中心小学 江苏 

2 建设校园生态农场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徐群伟 浙江省杭州濮家小学 浙江 

3 我爱母亲河——芙蓉溪流域环境教育“六进”在行动 
莫正乐、潘美玲、杨 

林 
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慈济实验学校 四川 

4 “万明园小区”垃圾投放方式记录与科学调查方法的初步体验 寒梅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第一小学 北京 

5 
“徒步马鞍溪，争当小河长”——探究城区河流水生态科教方

案 
李九彬 重庆市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重庆 

6 保护水资源系列活动-新高考形势下的地理综合实践活动 旷江玲 湖南省长沙广益实验中学 湖南 

一等奖 

1 育雾霾捕手，建清风校园 赵溪 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科技馆 北京 

2 关注湿地 关注湖泊 争做护湖小使者 罗晓、成英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华中里小学 湖北 

3 
鸟“悦”太湖——太湖湿地鸟类研究 杜晓丽、吴志兰 

江苏省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江苏 

4 《自然启力》系列校本教材开发案例 张颖华 湖北省武汉市南望山小学 湖北 

5 “文明袋鼠真厉害  垃圾分类全覆盖” 蔡丽萍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延奎小学 福建 

6 将学生塑造成自然之子 董雁 北京市第五中学 北京 

7 人人争做小河长，亲水护绿伴河香 邓攀 山东省青岛市铜川路小学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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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自主创造“湿地研究”课程 莫峻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明德实验学校 广东 

9 环保教育进校园  文明之花结硕果 尚晓华 
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腾越镇致公油灯村希望

小学 
云南 

二等奖 

1 灌溉·生根·发芽——海绵城市环境教育 丁云苑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第二实验小学 福建 

2 多彩植物  唯美校园 尹静 上海市金山区上海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 

3 东营市燕子及其燕巢社区调查 
杜军、吕辉明、杨海

花、雷小兰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四中 山东 

4 小手牵大手美好家园齐建设 薛烨斌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维文小学 广东 

5 根深叶茂   化民成俗品社环保专题实践作业研究 朱瑾 浙江省杭州市文一街小学 浙江、 

6 我们是自然派 杨樱 湖北省武汉市振兴路小学 湖北 

7 绿色行动 许特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育才北辰学校 江苏 

8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小学环境教育案例 葛仁璋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小学 浙江 

9 
保护母亲河“走进温榆河”综合性美术简易版画创作活动案例

研究 
陈献丰 北京市昌平区平西府中学 北京 

10 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 王琰 河南省商丘市第三幼儿园 河南 

11 自然笔记——植物篇 王娟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二小学 贵州 

12 小种子  大梦想-幼儿园种植园地开发 沈雅丽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空港新城幼儿园 浙江 

13 学校里的小小气象台 雷婧薿 上海市鞍山初级中学 上海 

14 湿地知识进校园环境教育 
于吉海 姚艳霞 张

晓伟  
甘肃省张掖市第二中学 甘肃 

15 
拒绝白色污染，我们在行动 

肖辞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郭店镇中心小学  河南 

16 城市建设后的“创可贴” 邓春梅、江乐、谢榜 重庆市璧山区实验小学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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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 

三等奖 

1 湿地的研究 陈秋 江苏省常熟市大义中心小学 江苏 

2 发现直饮水机的废水再利用 
刘晓超、李冬晓、刘

华飞 
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河北 

3 “巴渝童眼观生态”环保接力调研科学考察活动 马玉龙 重庆市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重庆 

4 簋街餐饮业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研究 张静 北京市东城区北京市 55中 北京 

5 “海绵校园”环境教育实践活动 林启福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第一中学 福建 

6 “亲近美丽的红树林”环保案例  刘文胜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中学 福建 

7 危险废弃物去哪儿了 王军芳、刘洪军 湖北省十堰市东风 22小学 湖北 

8 城市树木美容师 李红卫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 北京 

9 防光污染，保护眼睛 孙隆芳 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第一中学 福建 

10 家乡水污染情况的调查研究 孙晓丽 天津市河北区昆纬路第一小学 天津 

11 北京市朝阳区人大附中朝阳分校海洋环境教育 杨白洁、张洋 北京市朝阳区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北京 

12 节水行动在建小 左奕华 上海市杨浦区建设小学 上海 

13 小雨点爱心环保行动 李勇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茅坪小学 湖北 

14 追寻教育生态，润开满园芬芳 张佩环 芦志新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里幼儿园 天津 

15 “校园垃圾分类减量”教育案例 袁春强 天津市天津八中 天津 

16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教学设计 腾兴龙 山东省济南市回民中学 山东 

17 
古佛山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实践报告 

黄雪梅、黄昌豪、毛

国英 
重庆市荣昌区永荣中学校 重庆 

18 蓝天.绿水 陈金文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湖北 

19 滦平县第四小学师生环保意识提升工程和校园垃圾分类工程 赵莹 河北滦平县第四小学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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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是节水小卫士   刘佳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蒙古族幼儿

园 
内蒙古 

21 堆肥改变土壤 ——生态种植显特色 何小燕、张婷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小学 四川 

22 燃煤、汽车尾气、秸秆燃烧与雾霾 刘喜成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三十中学校     黑龙江 

特别提名奖 

1 
把发生环境问题的现场作为环境教育的课堂 

——黑嘴鸥保护协会环境教育案例 
刘德天  黑嘴鸥保护协会 辽宁 

2 保护鸟类资源 守护绿水青山 赵向阳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  甘肃 

优秀奖 

1 临江河悠悠 归梦绿水流 蒋世林、杨吕、钟霞 重庆市永川区取萱花小学校 重庆 

2 从“衣”行动 邵静静、叶旺 重庆市渝北实验小学 重庆 

3 小酵素,大能量 刘丽萍 浙江省杭州市省府路小学 浙江 

4 基于“幸福树”的班级特色活动设计与实践研究 朱莉英 浙江省杭州市省府路小学 浙江 

5 环境保护 张云春 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实验中学 云南 

6 垃圾分类与回收再利用 耿铭烁 天津市和平区青少宁宫 天津 

7 天津蓟州常见地貌的保护 王真予 天津市第九中学 天津 

8 立足环境教育促学生健康成长 吕秀丽 天津市宁河区板桥镇张子铺小学 天津 

9 PM2.5 对红细胞的影响 张晓容 四川省成都市华阳中学 四川 

10 关于闻溪河城区段水污染现状及防治措施的调研报告 

卢永金、景萍、     

詹咏林 王洪梅 王

秀梅 

四川省剑阁中学 四川 

11 木-林-森——环境教育优秀案例 冯  庚 四川省平昌县得胜小学 四川 

12 环境教育本土主题研学活动案例 沈鹏程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四川 

13 水质简易测定和不同水质对水生小动物的影响 郑思思 上海市曹杨中学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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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气象走进幼儿园 沈凯凯 上海市美墅幼儿园 上海 

15 
关爱蓝天下的天使  我们在行动 

——上海市杭州湾畔鸟类多样性调查及爱鸟周宣传活动 
任方方、陈伟文 上海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 

16 家庭“屎壳郎”行动 沈晓勤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 上海 

17 设环保课程 立环保素养 朱燕 上海市凌桥小学 上海 

18 让隐形教育融入幼儿生活 陈佳 上海市宜川新村幼儿园 上海 

19 物品包装变形记 姜娅敏 上海市杨浦区打虎山路第一小学 上海 

20 “关注小环境，共享大健康” 孙敏燕 陕西省西咸新区龚家湾小学 陕西 

21 打造孩子们快乐体验的巴学园 王丽丽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英才小学 山东 

22 小手拉大手，共护东营碧水蓝天 尹丹丹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第三中学 山东 

23 重环境，促成长——开心农场，快乐种植 崔峰、崔立霞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第一实验幼儿园 山东 

24 走进低碳生活 张媛媛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落凤街小学 内蒙古 

25 板桥河生态调查 李远见 江苏省南京市板桥中学 江苏 

26 让地球妈妈笑起来，让校园美起来 吴丹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石桥小学 江苏 

27 “垃圾分类”综合实践活动案例 陈洁 江苏省南京市瑞金路小学 江苏 

28 以邻为师以图引思 陆冬梅 江苏省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江苏 

29 图书漂流，绿色悦动 蔡尧 江苏省泰州市汪群小学 江苏 

30 
“生态水乡  我的家园”——兴化水环境的调查和探究 王阿娣 

江苏省泰州市兴化中学 
江苏 

31 生态发展 绿色成长 邱晓明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幼儿园 吉林 

32 让绿色洒满校园 张晓宇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东风小学 吉林 

33 绿色环保  袋袋相传 王晓宇 吉林省梅河口市第二幼儿园 吉林 

34 认识校园植物，争做绿色小达人 翟利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红领巾学校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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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李勇芳 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小学 湖北 

36 一江碧水送北方，我们都是护水人 魏琼 湖北省十堰市东风第五中学 湖北 

37 环境教育在小学美术课堂的实践研究 曾丹 湖北省武汉市华侨城小学 湖北 

38 亲亲大树 黄瑾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实验幼儿园紫云府分园 湖北 

39 观鸟，生动的环境教育课堂 张玉 湖北省京山市三阳镇小学 湖北 

40 “常青少儿生态营”的建构与实践 宗虹、夏清 湖北省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湖北 

41 童趣物候 刘红霞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望山小学 湖北 

42 爱护鸟类家园 湿地小使者在行动 何璐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清芬路小学 湖北 

43 “珍爱水资源，保护母亲河”环保综合实践案例 周天祥 河南省济源市济水一中 河南 

44 滴水实验——节约用水 杨雪荣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直第二小学 河南 

45 
保护农村环境 还我碧水蓝天 

赵涛 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位庄乡初级中学 河南 

46 调查凭祥市水环境综合实践活动案例 覃翠环 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第一小学 广西 

47 记录家乡美-广西北部湾自然笔记大赛实践活动报告 莫祖英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实验学校 广西 

48 自然探索发现生物多样性之美 陈霄翔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学校 广东 

49 保护祁连生态，共建绿色家园 李成山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第二小学 甘肃 

50 积极投入“垃圾分类”，共筑厦门“Green home” 林津津 福建省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福建 

51 我是光荣的护树人 张冬梅 福建省宁化县城东幼儿园 福建 

52 《垃圾减量分类，共创美好家园》环境教育案例       王晓吟                           福建省厦门市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福建 

53 与鸟同飞翔——观鸟活动融入环境教育案例 黄炳强 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第一中学 福建 

54 《调查我们身边的植物》环境教育案例 郑祖彬 福建省三明市列东中学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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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垃圾分类与可持续发展 郑月芬 福建省厦门市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福建 

56 《“悠然三明”生态旅游》 课例 魏国文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福建 

57 《环境与化学》环境课程案例 曹葵 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 

58 节约用水 从我做起 王静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中心小学 北京 

59 百源之水，博爱博行主题系列环境教育活动 刘鑫 北京市朝阳区柏阳学校 北京 

60 积水成渊 海绵校园 崔雪 北京市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