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全国中小学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摄影绘画创意作品征集大赛获奖

名单 （科创类 1-3 年级组）

序

号
奖项 姓名 作品名称

1 一等奖 张迈中 森林虫盒

2

二等奖

祁子珺 和谐家园

3 宋沁宸 小小红树林 生态大保护

4 夏庆轩 地球保卫战之消灭病毒

5

三等奖

沃辰轩 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6

熊珈颢

王彦睎

谭锦芯

生态农场

7 施译杰 浓雾城市

8 李明哲 生命的家园

10 张彭博 镇江寻宝记

11

优秀奖

杨芷茜 悠闲的山间

12 魏敏虞 平凡的世界

13 朱浩泽 阳光沙滩

14 徐嘉妍 向往的森林

15 操希文 共同的家园

16 冯艺森 雪花公园

17 雷欣淼 鱼言兽语

18 朱逸成 可爱鸟巢

19 韦苏倩 养护森林，人人有责

20 吴梓睿 海洋清道夫

21 李卓轩 冰岛奇缘

22 金钰桐 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

23 嵇亦心 生物多样性与地球的"情绪"

24 程姝洋 多彩的海底世界

25 孟万里 史前千万年

26 余梦辰 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

27 郭彦希 健康城市 VS 破败城市

28 李芝兴 生态天平



29 应丰泽 生态天平

30 孟子骧 被污染的环境

31 黄芃羽 上天入地

32 包铃熙 守护南极

33 谢锦澄 动物习性问答

34

优秀奖

杨悦彤 保护生物多样性之海底世界

35 曹贤俊 海底世界

36 张迈天 海洋垃圾

37 施译琪 孤岛求 n生

38 赵浩宇 探索湖州

39 韦识谦 群山



2022 年全国中小学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摄影绘画创意作品征集大赛获

奖名单 （科创类 4-6 年级组）

序

号
奖项 姓名 作品名称

1 一等奖 瞿艺翀 生机盎然

2

二等奖

金彦屹 苏州鸟类数据库网页工具

3 黄敬轩 乱砍滥伐

4 张馨逸 熊猫爱吃竹子

5

三等奖

郁言 哭泣的珊瑚

6 刘星哲 海洋卫士

7 王晟溪 两个世界

8 郑嘉豪 拯救北极兔

9 马英格 和谐家园

10

优秀奖

解雅婧 保护自然 人人有责

11 蒋泰恩 梦想森林

12 王梓乐 海岛核污染

13 朱君豪 地球生态仪

14 戎昱成 海底世界

15 朱毅 垃圾分类

16 何禹佑 朱鹮的家

17 张羽墨 生物多样性

18 孙功铖 大海的呼唤

19 刘力铭 种子库

20 解钧皓 田园风光

21 赵淑涵 生物多样性

22 孙浩淇 夏日里的篝火

23 周唐熠 小树成长

24 刘思谦 回游生态

25 吴浩宇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26 赵方旭 穿山甲之王

27 王梓谦 孤独的清洁工

28 刘晨越 保护海洋大作战

29 谢静冉 一年四季



30 李志浩 恐龙灭绝猜想之火山喷发

31 林瑾瑜 保护生命，人人有责

32

优秀奖

朱思远 人类与动物栖息地分流模型

33 王添乐 帝企鹅之家

34 徐沁桐 未来纯净沙漠

35 郭翊辰 垃圾分类机器人

36 陈逸少 末日地球

37 华佳泽 共存与守护

38 马萌浠 生态公园



2022年全国中小学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摄影绘画创意作品征集大赛

获奖名单 （科创类 初中组）

序号 奖项 姓名 作品名称

1 一等奖 李芝萱 生态天平

2

二等奖

黄梓楠 “捕虫小能手”保护生物游戏

3 赵浠辰 不落“塑”套

4 赵译哲 江豚的微笑

5

三等奖

严峻辰 冰川之哀

6 徐歆蕾 《桌游 低碳森林》

7 蔡思睿 大鱼吃小鱼

8 马子奥 地下城市

9 袁晓柔 草莓的生长发育模型

10 孙艺菲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022年全国中小学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摄影绘画创意作品征集大赛

获奖名单 （科创类 高中组）

序号 奖项 姓名 作品名称

1 一等奖 杜奕然 保护南山昆虫多样性——“昆虫旅馆”项目

2

三等奖

康静雯 森林

3 薛晓凡 保护生物多样性

4 王敏芝 海洋

5 优秀奖 倪秋语 林间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