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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2021 年全国青少年自然笔记征集活动 

优秀作品及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一、优秀作品 

序号 地区 作品名称 作者 

1 河北 长着捕捉足的昆虫 朱俊宇 

2 河北 龙虾 刘雨禾 

3 河北 《孔雀鱼的成长》 安紫萱 

4 北京 荷塘的四季 龚泰宇 

5 北京 乌龟变形记 李东灿 

6 北京 西瓜成长记 王子琪 

7 北京 青蛙的生长过程 武钰博 

8 北京 我家的翠鸟 卢嬿羽 

9 北京 蝈小弟的故事 朱棣文 

10 北京 自然笔记——玄风鹦鹉 高晨茜 

11 北京 小区里的运动健将——“扁担钩” 王嘉语 

12 山西 空心菜 杜思宇 

13 山西 栀子花 张雨佳 

14 山西 荷花 常安琪 

15 山西 太阳锥尾鹦鹉 张一晨 

16 山西 向日葵 鲁周婕 

17 山西 捕蝇草 刘柠瑀 

18 山西 姥姥家的蝴蝶兰 白浩恺 

19 山西 树下的蚂蚁 刘鑫浩 

20 内蒙古 《凤仙花成长记》 白娜 

21 内蒙古 《草莓成长记》 张子玉 

22 内蒙古 《闪亮的蒲公英》 李津浩 

23 内蒙古 《荷花的一生》 阚舒曼 

24 天津 《自然笔记——荷花》 刘依冉 

25 湖北 自然笔记-蝴蝶的一生 方弈茗 

26 湖北 《孕育》 桂婧艺  

27 湖北 《美丽校园鸟的客栈》 李子安   

28 湖北 《蚕美好的一生》 邓鑫玉 

29 湖北 虎刺梅 薛雨典 

30 湖北 寻找红军野菜 胡执礼 

31 湖北 大花月季月月红 陈梓仁 

32 湖北 随遇而安的“肥仔” 关彧欣 

33 湖北 凤仙花生长记 吕雅欣 

34 湖北 蚕的观察日记 韩沐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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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湖北 花之颜色 吕绮妍 

36 湖北 好开心鸭 刘霖霏 

37 湖北 夏日交响曲 张贻顺 

38 湖北 走进湿地 王墨白 

39 湖北 武汉江滩自然笔记 朱思珩 

40 湖北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刘欣妍 

41 湖北 最常见的湿地之友 刘奕琳 

42 湖北 池杉 杨思琪 

43 湖北 水芙蓉——荷花 王芷妍 

44 湖北 苜蓿 陈美萱 

45 湖北 捕鱼“使者”——普通翠鸟 徐菲 

46 湖北 可爱的小喇叭 徐若璇 

47 湖北 《农田卫士成长记》 胡文庆 

48 湖北 奇妙的江滩 潘语萌 

49 湖北 随遇而安的“肥仔” 关彧欣 

50 湖北 蚕的一生 赵李旗 

51 湖北 入侵者——乌蔹梅 郭彦冰 

52 湖北 苜蓿 陈美萱 

53 湖北 "假豌豆"决明 程宝祺 

54 湖北 “深秋的”千里红 李若妍 

55 湖南 《自然笔记——蚕宝宝的一生》 刘紫妍 

56 湖南 紫薇 李尚霖 

57 湖南 人类居住的小精灵-麻雀 郑子涵 

58 湖南 自然笔记之小区的春天 冀禹辰 

59 湖南 《豆芽生长记》 王楚菡 

60 湖南 《蒜娃娃成长日记》 邹敬轩 

61 上海 绿叶也能是主角 赖伯庭 

62 上海 《自然笔记 · 碗莲》 王欣怡 

63 上海 《城市里的壳斗村》 邓新瑶 

64 上海 自然笔记之“番薯” 李晨溪 

65 上海 《海中之月》(海月水母) 李唯屹 

66 上海 可爱的獐 沙桓宇 

67 上海 红头长尾山雀 王歆集 

68 上海 红珠凤蝶养成记 王紫慧 

69 上海 拉伯-婆婆纳 卫泽宇 

70 上海 胡椒木 朱子嘉 

71 上海 花中皇后——月季 陈楚杰 

72 上海 活泼的小生灵”白腰文鸟” 金奕岑 

73 上海 蓝花楹周边的小生命 蔡滋琪 

74 上海 花园里的小精灵 陈然 

75 上海 少年宫的苏铁 陈子言 

76 上海 树上的大力士 郭佳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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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上海 奇妙的夏夜稻田 郭星羽 

78 上海 薄荷成长记 侯思齐 

79 上海 小河蟹 李心语 

80 上海 仲夏庭院深深 刘奕辰 

81 上海 夏日荷塘 潘锐 

82 上海 赶海记 王启函 

83 上海 金山“大探究” 王轶洁 

84 上海 昆虫世界 王梓乔 

85 上海 植物小哥哥 or 小姐姐 张浩然 

86 上海 二尾蛱蝶 张宇轩 

87 上海 艾草和它的鸟伙伴们 周子澜 

88 上海 叶子的秘密——含羞草 杨煜彤 

89 上海 江上的海鸥 杨雪琪 

90 上海 我们美丽的新花园 徐沫存 

91 上海 铜钱草观察日记 阮文清 

92 上海 含羞草害羞的秘密 管可萱 

93 上海 飞舞的花 魏恺阳 

94 上海 斑鸠观察日记 赵佑默 

95 上海 植物界最出色的水上旅行家——椰子 丁一格 

96 上海 我家的蚕宝宝 朱嘉荺 

97 上海 观察蝉 李昕远 

98 上海 六角龙鱼观察笔记 叶佳雨 

99 上海 狞猫 赵雅歆 

100 上海 睡莲、王莲和荷花 刘欣青 

101 上海 玉露 常伊彤 

102 上海 小区探春 梁潇 

103 上海 魔都夏季常客黑蚱蝉 梁潇 

104 上海 金花虫 王予欣 

105 上海 蚂蚁蚂蚁 孙姮 

106 福建 月相 余欣 

107 福建 春的使者 林隆 

108 福建 燕子 程如心 

109 福建 守宫 庄练杰 

110 福建 寒兰之雅 庄练杰 

111 福建 金盏花 蔡诗扬 

112 福建 热情太阳花 刘沛玲 

113 福建 《车前草》 李熠 

114 福建 《山茶花自然笔记》 张玉清 

115 福建 《自然笔记一一动物和植物》 邹梓涵 

116 福建 《环颈生活习性》 邱昱茗 

117 福建 指甲花成长日记 姚芊羽 

118 福建 仙人掌 念希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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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福建 遇见海边月见草·木麻黄 林熠可 

120 福建 火龙果 庄佳坤 

121 福建 奶奶家的菜园 邱境云 

122 福建 小鸡的诞生 陈嵩泽 

123 福建 竹屿湖畔白鹭飞 官贤梁 

124 福建 春天的使者-燕子 占毓琳 

125 福建 岚岚金鱼成长日记 陈妍馨 

126 福建 牵牛花 林可凡 

127 福建 "荷"你相约之——小岭荷塘 翁硕鸿 

128 福建 我与向阳花共生长 陈旖妍 

129 福建 苍术 陈烨铃 

130 福建 桑葚 钟梓萱 

131 福建 神奇的海洋 林憬浩 

132 福建 自然笔记—独角仙 倪梓煦 

133 福建 黑熊的自然观察笔记 曾晴 

134 福建 和竹子在一起 刘玟昕 

135 福建 生命的力量 吴昕虞 

136 福建 种草莓 黄柏锐 

137 山东 《鹦鹉起死回生记》 蒋欣余 

138 山东 小区里的梧桐树被“砍头”之后 杨智渊 

139 山东 小区里的“夜幽灵” 薛羽棋 

140 山东 《喵星球流浪者》 王小川 

141 山东 趵突泉的鱼 于微微 

142 山东 樱桃果园的“不速来客” 戚梓萱 

143 山东 《我与小鹦鹉》 冯家祥 

144 山东 《泉韵》 张孟哲 

145 山东 房前沿阶草 李欣语 

146 山东 我的自然之友——黑翅鸢 姜子路 

147 山东 麻雀 杨钰垚 

148 山东 猫 朱娅馨 

149 山东 螳螂 李昊潼 

150 山东 萱草花 王瀚喆 

151 山东 叶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赵梓萱 

152 山东 桂花 吴子钰 

153 山东 黄河岸边的小动物 刘若尧 

154 山东 岱崮梯田 徐梓贺 

155 山东 森林卫士 刘俊辰 

156 山东 稻田卫士 王义博 

157 山东 “蘑菇 龟背竹”自然笔记 刘梓萱 

158 山东 一叶一世界 浮生绿水间——一叶莲的自然笔记 张竣然 

159 山东 让人又爱又恨的小精灵——菜粉蝶 段雨含 

160 江苏 《向阳而生》 张菲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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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江苏 《你了解我多少》 陶粲粲 

162 江苏 《阳澄湖海棠花探秘》 杨雨霏 

163 江苏 《向日葵自然笔记》 蔡靖瑶 

164 江苏 胖乎乎的仙人球 郭雅文 

165 江苏 向日葵 沈依依 

166 江苏 风中起舞的狗尾草 洪嘉瑞 

167 江苏 小飞蓬 蔡乔恩 

168 江苏 柿子树 丁宇涵 

169 江苏 萱草和金菜 周子曦 

170 江苏 白掌 刘玲 

171 江苏 落地生根 李煜臻 

172 江苏 运河湾公园观鸟日记 张凯棋 

173 江苏 果园里的戴胜鸟 方睿聪 

174 江苏 戴胜-我可不是啄木鸟 孙艺闻 

175 江苏 水仙花 阮秋实 

176 安徽 蝴蝶的蜕变 谷雨恒 

177 安徽 听一场自然音乐会 汪宸嘉 

178 安徽 安静午后的校园 卜小小 

179 安徽 禾下乘凉梦 夏云飞 

180 江西 《向日葵的生长》 刘玥煊 

181 江西 海獭子迷 张紫珺 

182 江西 自然与数学 罗震乐 

183 江西 有趣的蚂蚁 李沐晨 

184 吉林 药植人参 张博宇 

185 黑龙江 《小水稻成长记》 孙熙媛 

186 黑龙江 含羞草的秘密 马俪萌 

187 黑龙江 草莓成长记 王若溪 

188 黑龙江 蚕的一生 于赫铭 

189 黑龙江 蚕宝宝成长记 张文涛 

190 黑龙江 般若成长笔记 周美希 

191 黑龙江 我的多肉开花了 刘锦澎 

192 黑龙江 黄豆宝宝成长记 张文涛 

193 黑龙江 自然笔记——丁香 赵晟瑄 

194 陕西 蚕宝宝成长记 李柘泉 

195 陕西 乌龟 刘溪湲 

196 陕西 蝉 孙鸿柳 

197 新疆 探索生命的奥秘——小番茄 李宝娜 

198 新疆 化茧为蝶 付锦源 

199 新疆 蝎子蜕皮 付锦源 

200 四川 向日葵成长记 陈燚炜 

201 四川 阳台上的小细瓜 彭海川 

202 四川 百合花的生长故事 杨辰钰 



- 6 - 
 

203 四川 多肉观察日记 侯语菡 

204 四川 玉米成长记 叶沛凝 

205 四川 栀子花 蒋昕 

206 四川 山茶花-理想的美 彭文砚语 

207 四川 白睡莲 吴苒云 

208 四川 自然笔记 潘紫婷 

209 四川 植物竟然会吃肉 吕雨霏 

210 四川 绣球花 李雅冰 

211 四川 蝴蝶 曾妍懿 

212 四川 黄角树 宋皓扬 

213 四川 被子植物的一生 赵紫涵 

214 四川 香椿 唐汐辰 

215 四川 紫花地丁 罗芯蕊 

216 四川 金蝉脱壳 杨钰彤 

217 四川 绣球花 李雅冰 

218 四川 蝴蝶 曾妍懿 

219 四川 黄角树 宋皓扬 

220 四川 被子植物的一生 赵紫涵 

221 四川 香椿 唐汐辰 

222 四川 紫花地丁 罗芯蕊 

223 四川 鱼 朱思懿 

224 四川 青蛙 罗鑫尧、罗籽言 

225 重庆 天高任鸟飞 李昊恩 

226 重庆 珍贵的石花 杨思彤、吴思贤 

227 重庆 觅春苔 唐紫宸 

228 重庆 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一乌鸫鸟育儿观察记 王子易 

229 重庆 蟹爪兰 葛诗雨 

230 重庆 马尾松的图腾 刘宛卓 

231 重庆 “寒露使者”变装探秘 史罗慧婷 

232 重庆 蚂蚁乐园 黄一壹 

233 重庆 松树下有趣的灵魂 陈俊竹 

234 重庆 

树为什么要“皮”——环割实验探究植物体内有机物

运输途径 廖莉莎、伍瑾 

235 广东 南瓜生长过程 冯宇喆 

236 广东 凤仙花的一生 赖立轩 

237 广东 公园里的好菇毒 许子恩 

238 广东 红耳鹎诞生记 钟天翔 

239 广东 春蚕到死丝方尽 刘炣妤 

240 广东 多刺的宝贝-仙人球 杨洛恺 

241 广东 自然笔记——蜜蜂 劳灿欣 

242 广东 自然笔记——樱花树 戴涵伊 

243 广东 《我们的二十四节气植物日记》 黄嘉敏 

244 广东 《草莓日记》 王畹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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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广东 《鹰雕的记录》 谭子豪 

246 广东 《记录蒲公英》 张逸嘉 

247 广东 《自然笔记 水稻记录》 袁鑫萍 

248 广东 《向日葵成长记》 石怀瑾 

249 广东 《毒蘑菇》 李佳慧 

250 广东 《紫藤开花》 黄颖萱 

251 广东 《圆白菜成长记》 黎泳琳 

252 广东 《草莓园》 严彦 

253 广东 自然笔记 戴涵伊 

254 广东 百合 钟琪妍 

255 广东 深圳湾的海岸卫士-红树林 李雨泽 

256 香港 大屿山的植物 刘芷琳 

257 广西 草莓成长记 黄瑀恬 

258 广西 六月花神——荷花 丘阳天 

259 海南 《朱瑾》 赵叶知 

260 海南 《蒲公英》 黎紫芸 

 

二、优秀组织单位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1 河北 石家庄市草场街小学 

2 

北京 

北京小学通州分校 

3 北京市西城区生态环境局 

4 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 

5 山西 太原市青年宫 

6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妇女儿童中心 

7 

湖北 

湖北省京山小学 

8 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教研培训中心 

9 武汉市生态环境宣教中心 

10 武汉市乐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1 湖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12 武汉市东湖风景区文化教育局 

13 长沙市岳麓区少年宫 

14 湖南 衡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15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 

16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事务管理中心 

17 上海市园南中学 

18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浦江青少年活动中心 

19 上海市徐汇区生态环境局 

20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21 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研究中心 

22 上海市三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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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福建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24 宁化县青少年宫 

25 福建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26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大气环

境处 

27 宁德市生态环境局 

28 福州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29 

山东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宣传教育中心 

30 济宁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31 叶子的四季自然学校 

32 济南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33 鲤跃画社 

34 德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35 青岛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36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沐风环保服务中心 

37 宿迁市宿城区项里中心小学 

38 江苏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39 安徽 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局 

40 
江西 

江西省妇女儿童中心 

41 萍乡市芦溪县芦溪镇第二中心学校 

42 吉林 松原市生态环境局 

43 黑龙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儿童少年活动中心 

44 陕西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 

45 新疆 乌鲁木齐市第十二中学 

46 

四川 

成都市新津区普兴小学 

47 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 

48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49 自贡高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50 重庆 少年先锋报社 

51 

广东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花城小学 

52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53 深圳市小鸭嘎嘎公益文化促进中心 

54 苹果创意美术 

55 东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56 东莞市妇女联合会 

57 海南 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