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2019 年全国青少年自然笔记大赛 

获奖名单 

一、 作品奖及优秀指导教师 

一等奖 

序号 赛区 省份 年龄组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1 华东 山东 15至18岁 凤头鸊鷉冬季育雏记录 于明慧 郭霞 

2 华中 湖北 15至18岁 叶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刘宇桐 张玉立 

3 西北 新疆 10至14岁 蘑菇传记 刘懿萱 唐婷 

4 西南 重庆 5 至 9 岁 酸汤杆变水车 程曦漫 熊飞跃 

5 华东 上海 15至18岁 白玉兰笔记 尹俊人 范丽君 

6 西南 重庆 10至14岁 蔷薇花繁衍记 于周廷 彭燕 

7 西南 重庆 15至18岁 卷叶草莓 杨滢菡 全海燕 

8 华东 江苏 5 至 9 岁 

北大楼的爬墙虎（最佳观

察奖） 何禹李 武立华 

9 华东 上海 10至14岁 树叶餐厅（最佳创意奖） 陈雯齐 闫芊 

10 华东 上海 10至14岁 我的玉兰朋友 徐麟杰 李杰 余汇芸 

11 西南 重庆 10至14岁 池塘边的悄悄话 彭子墨 杨佳 

12 西北 新疆 10至14岁 

可爱的小精灵——新疆麻

雀 张恩赫 唐婷 

13 西南 重庆 10至14岁 夏日歌者 李航 陈焕霞 

14 华东 江苏 5 至 9 岁 花瓣合拢方向研究笔记 康昌龄 杨洋 

15 华东 江苏 10至14岁 

药食两用植物（最佳手绘

奖） 赵亦奕 叶舒霏 

16 西南 重庆 10至14岁 路边的葎草 王牌 杨佳 

17 华南 广西 15至18岁 不死鸟“不死” 罗雅丹 黄金艳 

18 华中 湖北 15至18岁 各式各样的皮孔 刘昊昱 张玉立 

19 华中 湖北 15至18岁 萤火虫捕食蜗牛 叶俊麟 李喻寰 

20 华北 山西 5 至 9 岁 《猪笼草》 刘柠瑀 宋永鑫 

21 华东 浙江 10至14岁 小鸳鸯成长记 俞放 沈薇薇 

22 西南 重庆 10至14岁 凤仙花 王春霞 杨佳 

23 西南 重庆 10至14岁 神奇的枯叶蝶 邓诗丝 万红兵 

24 华南 广西 10至14岁 小鸊鷉诞生记 郑丙昌 陈晓 

25 华南 广西 10至14岁 《苍蝇记》 韦宜廷 

韦冬瑛 韦清

娜 

26 西北 新疆 10至14岁 核桃花 刘子睿 李鹏飞 黄家



贵 

27 西南 重庆 10至14岁 猫行猫素 周丹彤 罗键 高红英 

28 华中 湖北 15至18岁 走近红檵木 杨为翰 刘玲玲 

29 华南 广西 10至14岁 观察辟荔 文晗清 陈晓 

30 华中 湖北 10至14岁 多刺的竹叶花椒 苏天泽 龚晶晶 

31 华南 广东 10至14岁 一只小翠的生存日志 钱金林 柏林 

32 华东 上海 5 至 9 岁 观察荠菜的笔记 凌毓阳 洪玲芳 

33 西南 重庆 10至14岁 敬畏生命 刘欣灵 杨佳 

34 西南 重庆 15至18岁 峨山掌突蟾的二声部合唱 汪晋同 罗键 杨天培 

35 西南 重庆 15至18岁 一滴水的世界 白一玄 吴春梅 

36 华东 浙江 5 至 9 岁 猫尾巴的二三事 潘思齐 陈智伟 

37 华东 上海 5 至 9 岁 

海棠时光——陪你长大,

等你开花! 郑涵文 李杰 余汇芸 

38 西北 新疆 10至14岁 螳螂 

帕克扎

提 孟宪锋  李云 

39 华南 广东 10至14岁 核实的鸡冠刺桐 王雨禾 聂小兵 

二等奖 

序号 赛区 省份 年龄组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40 华北 河北 10至14岁 紫叶李 邓居宜 任京卫 

41 华北 天津 5 至 9 岁 独角仙成长记 杜雨泽 李姝画 

42 华南 广西 10至14岁 鸡蛋花 李一诺 廖莹 

43 华中 湖北 10至14岁 树木的叶子之银杏 杨靓萱 张露 

44 华南 广西 15至18岁 探秘——“紫色猫须” 黄嘉仪 黄金艳 

45 华南 广西 5 至 9 岁 《洱海与红嘴鸥》 张馨之 韦玲 

46 华北 北京 5 至 9 岁 山脚下的小精灵 张峻瑞 张东 臧丽娜 

47 西南 重庆 10至14岁 温馨的一家 刘杰文 韩英 

48 华北 河北 10至14岁 白玉蜗牛饲养记 赵世冲 张俊青 王霞 

49 东北 

黑龙

江 5 至 9 岁 《春来了》 李沅蔓 王春彦 韩莹 

50 华东 江苏 5 至 9 岁 春天的信使—-蒲公英 陈瑾轩 庄琦 

51 华东 浙江 10至14岁 暗绿绣眼鸟 李容睿 史琴琴 

52 华东 福建 15至18岁 菌家族的秘密 叶舸航 

郑珊珊 魏国

文 

53 华中 湖北 15至18岁 树下 高瑞谦 王欢 陈希彦 

54 西南 重庆 10至14岁 水黾 戴凡杰 徐莉  王从发 

55 西北 新疆 10至14岁 自然笔记—八哥鸟 陈和熙 赵春梅 

56 华中 湖北 10至14岁 《花开花落》 方选雅 鄢翠娥 邱琳 

57 华东 上海 10至14岁 蒲公英 卢昀 郑丹琳 臧维



一 

58 华南 广西 15至18岁 小肥啾 吴怡 黄金艳 

59 华南 广西 10至14岁 《掉落的紫荆花》 韦维 黄鹏 

60 华北 河北 10至14岁 《草莓日记》 闫敬轩 肖琦 

61 华北 河北 5 至 9 岁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玉兰花观察笔记 司凯旗 梁榕芳 

62 华东 上海 5 至 9 岁 紫花酢浆草 吴若琦 徐佳 

63 华中 湖北 5 至 9 岁 迎春花 杨济驰 胡静 

64 华南 广西 10至14岁 光叶子花的观察记录 零琇婷 

苏明宇 李成

朋 

65 华南 广西 10至14岁 《自然笔记》 蒙云飞 何土英 

66 华北 河北 15至18岁 春暖花开 李煜墨 刘宗魁 

67 华中 湖北 15至18岁 花样年华 赵妍 李喻寰 

68 华东 上海 10至14岁 上海市鸟-震旦鸦雀 许佳殷 范丽君 赵云 

69 华中 湖北 10至14岁 我的紫星风信子自然笔记 徐庆霏 夏丽玲 

70 华北 河北 5 至 9 岁 吸花蜜的蚊子 魏义烁 武毅  刘玉闪 

71 东北 

黑龙

江 5 至 9 岁 《矮生菜豆变角观察记》 宋高果 杨明宇 韩莹 

72 华东 浙江 10至14岁 鹭鸟观察日记 赵心蕾 朱宏 

73 华中 湖南 5 至 9 岁 

樟树叶的颜色变化自然笔

记 肖雅希 朱栋 张孟 

74 华东 浙江 10至14岁 走进下渚湖湿地公园 张哲恒 宋留英 

75 西南 重庆 10至14岁 葎草“刺客”之谜 梁馨月 陈竹 

76 华中 湖北 15至18岁 隐青话归璨 祝宇翀 何文华 

77 华东 山东 5 至 9 岁 七星瓢虫观察日记 刘奕铱 韩会芳 

78 华中 湖北 10至14岁 候鸟天堂 侯祖熙 陈诗 

79 西北 新疆 10至14岁 郁郁一生终归荒原 吴双 林鹰  陈建英 

80 华东 福建 10至14岁 微小世界——蚂蚁 张语涵 张颖妍 

81 华南 广东 10至14岁 紫玉兰 石尚 杨军燕 

82 华南 广西 15至18岁 凤蝶的成长 覃娇 黄金艳 

83 华中 湖北 10至14岁 可爱的结香花 瞿堇颜 叶园 

84 西北 新疆 10至14岁 蟹爪兰档案 

武宇泰

明 唐婷 

85 华南 广西 10至14岁 多肉植物叶插日记 蒙周周 陈凤丹 

86 华东 浙江 10至14岁 春回大地,余音“鸟”“鸟” 赵乐乐 

江雨露 徐露

丹 

87 华东 上海 5 至 9 岁 湿地春天 易以宁 秦芳 许梦丹 

88 东北 

黑龙

江 5 至 9 岁 

自然笔记----绿萝的两个

家 郭凝豫 

张宝香 孙竺

萍 

89 西北 甘肃 5 至 9 岁 化蝶 王凤婧 曾荧莹 



90 华东 山东 10至14岁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段付皓 藏国慧 

91 华东 福建 15至18岁 枫香——四季何知 王晔 

郑珊珊 魏国

文 

92 东北 

黑龙

江 5 至 9 岁 观察柳树 徐子腾 

纪静     佟

璐 

93 华中 湖北 5 至 9 岁 观察铁树 田歌 刘凌  余洁 

94 华东 上海 5 至 9 岁 绿头鸭 杨天仪 葛根娣 

95 华东 上海 10至14岁 油菜花开了 曹劼阳 陆晓云 

96 华南 广西 5 至 9 岁 桑葚熟了 李雨桐 严丽艳 

97 华东 上海 15至18岁 大海的精灵——海豚 庞静蕾 汪洁 黄耀佳 

98 西北 新疆 15至18岁 小区的生灵 罗翠云 冯才元 

99 东北 

黑龙

江 10至14岁 神奇的自愈 刘函瑞 王春彦 韩莹 

100 华南 广东 15至18岁 《赏花探叶录自然》 郭家驹 李琦 利晓斌 

101 华南 广西 10至14岁 《自然笔记》 莫运妹 何土英 

102 西北 陕西 5 至 9 岁 各种各样的叶子 许书畅 靳睿 

103 华南 广西 5 至 9 岁 鬼针草 林佳霖 覃旭然 

104 华东 上海 10至14岁 都市里的野生花草 孙光远 陈丽 

105 西北 新疆 10至14岁 神奇动物在这里 钟兴诚 唐婷 

106 华东 上海 10至14岁 国宝“大熊猫” 邱泓杰 奚梅 

107 华南 广西 10至14岁 桂圆与百花 郑春梅 龚建荣 

108 西北 新疆 10至14岁 《睡胡杨的低吟》 黄谨哲 卢伟芬 

109 西北 新疆 10至14岁 春天的鸟儿 马家豪 赵春梅 

110 华南 广西 5 至 9 岁 顽强的鹿角蕨 王玺瑞 黄碧妹 梁业 

111 华北 河北 5 至 9 岁 雨后的清晨 孟凡潇 田杰 

112 东北 

黑龙

江 10至14岁 林海雪莲——冰凌花 

孟霏妍

慧 陈迪  程起 

113 华南 广西 5 至 9 岁 花生成长日记 李纤寻 

陈向梅 欧阳

娟 

114 华南 广西 10至14岁 《鸽子》 洪锦燃 庞彬 

115 华东 浙江 10至14岁 自然笔记--栗背短脚鹎 蒋旻恺 

王晓玲 李傅

艺 

116 华南 广西 5 至 9 岁 《木榄》 罗 鸿 谢文菲 

117 西北 新疆 10至14岁 

《十里飘香——新疆沙枣

花》 叶云凡 杜静 

 

注：请登录 http://naturesch.cn /查询三等奖和优秀奖获奖名单 

 



二、 优秀组织单位 

重庆市教育学会环境教育专委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学研究室 

哈尔滨市儿童少年活动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太原市青年宫 

乐跋自然 

环宝蛙青少年环境体验中心 

北京市植物园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 

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 

石家庄市植物园管理处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上海辰山植物园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