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优秀摄影作品” 优秀奖获奖名单 
（优秀奖 120 个） 

1.《我是维修小工匠 低碳生活我践行》 

作者：吴思远  南京岱山南路小学二（9）中队 

2.《交通安全小卫士》 

作者：刘婴墨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三（5）中队 

3.《南京的春天》 

作者：俞文韬  南京市白下高新小学三（3）中队 

4.《美好的南京》 

作者：王熠轩  南京市白下高新小学五（1）中队 

5.《我是种植小能手》 

作者：余治吏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一（11）班 

6.《田间劳作》 

作者：王欣悦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一（3）班 

7.《爱心义卖》 

作者：张圣一  南京市滨江小学二（3）中队 

8.《让图书漂起来》 

作者：陈浩轩  南京市岱山实验小学四（6）中队 

9.《呵护绿色环保家园》 

作者：郑泽辰  南京市岱山实验小学四（7）中队 

10.《维修小板凳》 

作者：李仲  南京市岱山市实验小学二（3）中队 

11.《我是种植小专家》 

作者：言思逸  南京市东山小学一（5）班 

12.《书香满夏“邺”》 

作者：贺昭然  南京市芳草园小区龙江校区五（6）中队 

13.《秦淮河水质检测活动》 

作者：周普钰  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二（4）中队 

14.《我的植物农场》 

作者：丁晨栩  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四（2）中队 

15.《新时代少先队员——我最棒》 

作者：李博文  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五（2）中队 

16.《清洁党建栏杆小卫士》 

作者：孙子淇  南京市光华东街小学四（1）中队 

17.《社区垃圾分类宣传小卫士》 

作者：李欣然  南京市后标营小学三（1）中队 



18.《我是美容小卫士》 

作者：陆钰鸿  南京市建邺路小学三（1）中队 

19.《我是快乐的浇水工》 

作者：严潇肃  南京市江宁未来科技城小学一（7）班 

20.《体验消防员工作的艰辛》 

作者：程钰彤  南京市考棚小学三（2）中队 

21.《“阳光玫瑰”最燃！》 

作者：汤宏烨  南京市考棚小学五（1）中队 

22.《我是公益小天使，志愿服务我热爱》 

作者：赵凌诚  南京市秦淮区大光路小学四（2）中队 

23.《核酸检测志愿者》 

作者：唐欣言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小学部）六（3）中队 

24.《我是美容小卫士》 

作者：周子杰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二（5）中队 

25.《图书分类上架》 

作者：姚震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六（3）中队 

26.《修理咖啡机》 

作者：陈浩桢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三（1）中队 

27.《丰收的喜悦》 

作者：尤子桐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三（3）中队 

28.《万物夏长》 

作者：蔡昊雨  南京市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三（5）中队 

29.《我们的丝瓜》 

作者：包钰宁、陈雨琪  南京市小行小学二（6）中队 

30.《修剪》 

作者：张景礽  南京市小西湖小学三（4）中队 

31.《勤工助学，爱心售报》 

作者：赵浩辰  南京市银城小学四（20）中队 

32.《清洁家园，美化心灵》 

作者：刘若涵  南京市中山小学二（2）中队 

33.《旧板凳 新生命》 

作者：潘方泽  南京市中山小学三（4）中队 

34.《我的日常家务劳动小岗位》 

作者：凌钰淇  南京市中山小学一（3）班 

35.《家乡美景》 

作者：杨岩哲  南京市竹山小学二（3）中队 

36.《我是小志愿者》 

作者：朱葛甜  南京市竹山小学二（4）中队 



37.《人人劳动，我们的粮食才能有保障》 

作者：徐珮议  南京外国语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属小学三（4）中队 

38.《我和外婆的田地》 

作者：杜彦辰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2020级 5中队 

39.《传承稻作农耕文化》 

作者：徐康博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四（2）中队 

40.《保护环境由我做起》 

作者：蒋瑞成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四（4）中队 

41.《守护我们的住宅环境》 

作者：郑梦涵  南京新城小学北校区六（3）中队 

42.《盼清水长流 享绿色生态》 

作者：周凡清、何雨涵  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三（2）中队 

43.《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作者：姬可欣  南京怡馨花园小学一（4）班 

44.《我有一个医生梦》 

作者：王梦瑶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二（2）中队 

45.《创文明城市 出一份绵薄之力》 

作者：陈醒言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 2022级新生 

46.《植树造林，建设绿色家园》 

作者：严尧熙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 7年级（30）中队 

47.《环保从我做起》 

作者：章子健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七（1）中队 

48.《寻访劳动者》 

作者：刘睿逸  无锡市新吴区新苑实验小学五（1）中队 

49.《寻访劳动者》 

作者：唐子强  无锡市新吴区新苑实验小学五（2）中队 

50.《生活中的小美好》 

作者：辛易勋  无锡市堰桥实验小学二（2）中队 

51.《包馄饨》 

作者：严逸丞  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二（4）中队 

52.《尊重烈士，热爱劳动》 

作者：王语果  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二（4）中队 

53.《田间除草忙》 

作者：吴星瑶  宜兴市高塍实验小学四（6）中队 

54.《我是养植小能手》 

作者：夏凯轩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一（10）中队 

55.《宜兴茶文化》 

作者：刘煜莀  宜兴市实验小学（枫隐小区）二（3）中队 



56.《小小清洁员》 

作者：丁诗悦  宜兴市实验小学二（7）中队 

57.《维修小工匠》 

作者：王绍嘉  宜兴市实验小学五（12）中队 

58.《修理自行车》 

作者：尹苏婉  宜兴市实验小学五（5）中队 

59.《我的小植物》 

作者：蒋彧倢  宜兴市陶城实验小学 二（1）中队 

60.《校园的事情抢着做》 

作者：许圣安  常州市武进区戴溪小学三（3）中队 

61.《图书馆书籍我整理》 

作者：陆熙弘  苏州高新区成大实验小学校四（5）中队 

62.《丰收的喜悦》 

作者：潘歆瑶  苏州高新区金色小学校六（3）中队 

63.《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作者：邱茜妤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三（30）中队 

64.《云上菜园》 

作者：钱御辰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珠江路校区四（29）中队 

65.《我为邻居奶奶搭把手》 

作者：徐雯璟、马一鸣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三（13）中队 

66.《绿豌豆》 

作者：李梓宁  苏州劳动路实验小学一（5）班 

67.《院子里的植物》 

作者：钱宇飞  苏州三元实验小学校四（2）中队 

68.《种植蔬菜、美化庭院》 

作者：丁一  苏州市宝带实验小学三（7）中队 

69.《家务小能手》 

作者：郑静怡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四（9）中队 

70.《小小图书管理员》 

作者：庄梓阳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二（7）中队 

71.《我是养植小能手》 

作者：胡希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四（9）中队 

72.《我的绿色田园梦》 

作者：金采儿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五（6）中队 

73.《我是垃圾分类志愿者》 

作者：高慕凡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三（9）中队 

74.《家庭劳动日》 

作者：戴言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四（6）中队 



75.《我是维修小能手》 

作者：王芸琪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四实验小学一（3）班 

76.《书的旅程》 

作者：梁逸天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一实验小学二（2）中队 

77.《我爱劳动》 

作者：罗云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校三（5）中队 

78.《荷花养护日记》 

作者：徐瑞晗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校一（1）班 

79.《创建文明城市小志愿者》 

作者：王佳凝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一（2）班 

80.《我是劳动小能手》 

作者：曹一心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一（3）班 

81.《垃圾分类小小志愿者》 

作者：蔡籽言  苏州市金阊区外国语实验学校五（D）中队 

82.《我是维修小工匠》 

作者：谢明时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四（2）班 

83.《我是种植小能手》 

作者：于熙尧  苏州市敬文实验小学校二（6）中队 

84.《期待花开》 

作者：郁米  苏州市劳动路实验小学校二（1）中队 

85.《月球探索》 

作者：陆兆恒  苏州市劳动路实验小学校二（3）中队 

86.《乘风破浪号》 

作者：周青禾  苏州市盘溪中心小学校五（1）中队 

87.《举手之劳，变废为宝》 

作者：虞霄阳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三（2）中队 

88.《共享单车的“喜和怒”》 

作者：荚亦瑶  苏州市平直教育集团姑胥小学校五（2）中队 

89.《蓝天英雄》 

作者：孙喆  苏州市平直实验小学校三（3）中队 

90.《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作者：秦陆台  苏州市平直实验小学校四（4）中队 

91.《小区的新房子，我来守护》 

作者：周希宸  苏州市平直实验小学一（8）班 

92.《小小绿色世界》 

作者：周王睿  苏州市三元实验小学校四（2）中队 

93.《起飞吧，中国少年》 

作者：刘禹希  苏州市三元实验小学校四（3）中队 



94.《隐秘的灰尘》 

作者：任吾轩  苏州市三元实验小学校一（1）班 

95.《智能大象》 

作者：吴雨泽  吴门教育集团沧浪新城第一实验小学四（6）中队 

96.《给外婆的小菜园浇水》 

作者：郁郑荣  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二（4）中队 

97.《茁壮成桔》 

作者：戴嘉佑  常熟市星城小学二（7）中队 

98.《衣物收纳》 

作者：郭潇滢  昆山高新区西塘实验小学二（2）中队 

99.《种葫芦》 

作者：王诗雅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二(5)中队 

100.《旋转飞车》 

作者：邢顾杰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小学三（7）中队 

101.《最美劳动者》 

作者：张鸣骏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二（4）中队 

102.《播种希望》 

作者：花子涵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一（4）班 

103.《探寻植物喝水的方式》 

作者：孟鸿宇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本部三（18）中队 

104.《拥抱绿草地》 

作者：钱奕昕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二（5）中队 

105.《让炎热的夏天多一丝清凉》 

作者：杨张立  海安市明道小学四（5）中队 

106.《夏日的收获》 

作者：杨子  海安市南莫中心小学四（2）中队 

107.《环境护卫队》 

作者：刘仲禹  灌南县长江路小学五（12）中队 

108.《拔萝卜》 

作者：韦陆  连云港市厉庄中心小学二（3）中队 

109.《环保小卫士》 

作者：魏子砚  扬州市汶河小学二（8）中队 

110.《河流课堂公益》 

作者：杨苏尹  扬州市育才小学五（5）中队 

111.《乐在环保中》 

作者：刘芷熙  仪征市实验小学西区校五（1）中队 

112.《小小志愿红 大大创文心》 

作者：张培轩  镇江市京口区实验小学四（4）中队 



113.《我是美容小卫士》 

作者：孙思羽  镇江市桃花坞小学二(3)中队 

114.《我劳动 我光荣》 

作者：谢可依  句容市边城中心小学二（2）中队 

115.《劳动最光荣》 

作者：谢可馨  句容市边城中心小学五（2）中队 

116.《小厨娘》 

作者：程晰  句容市边城中心小学五（二）中队 

117.《葡萄成熟了》 

作者：刘伊伊  句容市华阳实验小学二（5）中队 

118.《爱护环境，从我做起》 

作者：邹镕淇  兴化市第二实验小学一（6）班 

119.《我是美容小卫士》 

作者：徐劭泽  沭阳县学府路小学三（2）中队 

120.《爱暖人间》 

作者：刘展同  泗洪县育才实验学校六（7）中队 
 

  



2022年“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优秀绘本” 优秀奖获奖名单 

（优秀奖 120 个） 

1.《拯救地球母亲》 

作者：凌昕彤  南京大学附属丁家桥小学一（1）班 

2.《劳动最光荣》 

作者：杨雪  南京民生实验小学三（4）中队 

3.《用冰点火》 

作者：季飞羽  南京生态科技岛小学四（1）中队 

4.《和小文一起做公益》 

作者：潘瀚文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六（3）中队 

5.《绿色环境 我营造》 

作者：吴悠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五（4）中队 

6.《绿色生活》 

作者：张若熙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小学部四（12）中队 

7.《单色世界》 

作者：叶梓睿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五（4）中队 

8.《假如地球被二氧化碳占领》 

作者：高妙涵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街分校四（2）
中队 

9.《守护微笑天使——长江江豚》 

作者：刘佳琪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邺城路小学三（2）中队 

10.《小辣椒成长记》 

作者：林浩宇  南京市白下高新小学五（3）中队 

11.《少年强则国强》 

作者：张依伊  南京市白下高新小学五（3）中队 

12.《我是环保小卫士，绿色环境我创造》 

作者：胡允宸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二（19）中队 

13.《瓶瓶旅行记》 

作者：夏彦哲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一（3）班 

14.《垃圾分类我知道》 

作者：朱宸菲  南京市察哈尔路小学二（1）中队 

15.《跟着心心与雅雅感受二十四节气》 

作者：沈心雅  南京市察哈尔路小学四（1）中队 

16.《种萝卜》 

作者：王恺骐  南京市赤壁路小学二（8）中队 



17.《波斯菊的生长日记》 

作者：程妙果  南京市东山小学四（8）中队 

18.《小壁虎借尾巴》 

作者：王羽轩  南京市凤凰花园城小学三（3）中队 

19.《颗粒归仓，节约用粮》 

作者：李婧彤  南京市凤凰花园城小学三（8）中队 

20.《我是快乐的美容小卫士》 

作者：翁笪亦然  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二（4）中队 

21.《绿色江苏》 

作者：丁昊天  南京市后标营小学三（2）中队 

22.《公益小天使之战疫篇》 

作者：芮靖雯  南京市江宁实验小学三（2）中队 

23.《猜猜我是谁》 

作者：黄天奇  南京市佳营小学二（3）中队 

24.《向日葵成长记》 

作者：刘梓睿  南京市佳营小学五老村分校二（1）中队 

25.《重建家园》 

作者：刘佳伊  南京市江北新区浦口外国语学校高新小学二（9）中
队 

26.《迪诺的梦》 

作者：陈萌萌  南京市江北新区浦口外国语学校五（10）中队 

27.《绿色卫士旅行记》 

作者：吴桐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小学部）二（10）中队 

28.《小雨滴》 

作者：李思墨  南京市金陵小学广志路校区三（10）中队 

29.《艾莉的绿色环保行》 

作者：汤宏烨  南京市考棚小学五（1）中队 

30.《黑天鹅护卫队》 

作者：刘洛书  南京市莲花实验学校小学部三（3）中队 

31.《美丽江南-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 

作者：高蘅奕  南京市莲花实验学校小学部四（3）中队 

32.《塑料袋的故事》 

作者：吴越嘉  南京市南化实验小学五（6）中队 

33.《美容小卫士 共建清洁》 

作者：袁恬萱  南京市清润小学三（1）中队 

34.《小松鼠找朋友》 

作者：薛沛宜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小学)五
（4）中队 



35.《在南京编织幸福生活》 

作者：陈梓萱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六（4）中队 

36.《抗疫 你我同在》 

作者：花雨宁  南京市小行小学五（1）中队 

37.《秸秆的新生》 

作者：陈奕含  南京市银城小学二（18）中队 

38.《一粒米的故事》 

作者：陈蒋睿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二（13）中队 

39.《美容卫士手拉手，共建美好家园》 

作者：杨逸博  南京市中山小学四（2）中队 

40.《狐狸分奶酪》 

作者：张梓妍  南京市竹山小学二（7）中队 

41.《阳台的花园》 

作者：周亦佳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属小学四（1）
中队 

42.《桑叶的一生》 

作者：林郭涵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二（4）中队 

43.《我的航天梦》 

作者：王沛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三（2）中队 

44.《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垃圾分类我行动》 

作者：徐沐苒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四（7）中队 

45.《种植小能手》 

作者：赵沐苜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二（3）中队 

46.《鸟去哪儿了？——守护生灵，我们在行动》 

作者：王若谷、王若籽  南京晓庄学院实验小学四（5）、四（2）中
队 

47.《我的艺术之旅》 

作者：孙闻  南京晓庄学院实验小学五（5）中队 

48.《我们的低碳生活》 

作者：谢瑞堂  南京郑和外国语学校小学部二（2）中队 

49.《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 

作者：滕佑丰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二（2）中队 

50.《美容小卫士，垃圾分类》 

作者：曹皓宸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四（2）中队 

51.《文明礼仪，从我做起》 

作者：闵星皓  南师附中黄山路小学三（1）中队 

52.《我的成长日记》 

作者：居子泺  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南邮校区五（3）中队 



53.《我的种植日记》 

作者：刘芯妍  南师附中新城小学北校区四（4）中队 

54.《垃圾回家》 

作者：邵静茹  天妃宫小学三（8）中队 

55.《走进南京》 

作者：陈廷赫  小西湖小学四（2）中队 

56.《爱护地球人人有责》 

作者：任昱臣  江苏省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四（1）中队 

57.《绿色环保》 

作者：温书瑶  无锡市广益中心小学五（1）中队 

58.《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作者：杨霖宣  无锡市胡埭中心小学一（2）班 

59.《彩色世界》 

作者：吉俊妍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七（27）中队 

60.《风雨兰的成长手册》 

作者：江奕君  无锡市扬名中心小学六（5）中队 

61.《我是种植小能手》 

作者：欧梓宸  宜兴实验小学四（16）中队 

62.《小米粒旅行记》 

作者：史嘉瑜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二（1）中队 

63.《易拉罐寻家记》 

作者：谈佳琪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三（12）中队 

64.《向日葵成长记》 

作者：王昱皓  宜兴市实验小学四（9）中队 

65.《谁都有梦想》 

作者：潘旻玥  常州市天宁区焦溪小学二（3）中队 

66.《我的航天梦》 

作者：张旖桐、王哲恒  常州市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六（1）中队 

67.《森林保卫战》 

作者：陈翔祎  常州市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六（8）中队 

68.《向日葵成长记》 

作者：蒋雨鑫  常州市武进区湟里中心小学五（5）中队 

69.《寻找温暖的小路》 

作者：徐一平  常州市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四（6）中队 

70.《劳动的一天》 

作者：马怡涵  常州市新北区百草园小学四（5）中队 

71.《幸福的爆米花》 

作者：邵晨语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中心小学二（1）中队 



72.《章鱼先生过生日》 

作者：韩丁洋  常州市新北区香槟湖小学四（5）中队 

73.《长江一号》 

作者：邵浦钦、汤锦宸、张柳一  常州市新北区新桥第二实验小学三
（4）中队 

74.《树“愿”》 

作者：姚瑶  苏州常熟市元和小学五（2）中队 

75.《谁知盘中餐》 

作者：李茏匋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一（28）班 

76.《小红帽》 

作者：俞丞汘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六（7）中队 

77.《旅行记》 

作者：耿煜淇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四（7）中队 

78.《塑料购物袋的变身》 

作者：周佩玥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五（10）中队 

79.《One Little Green Bean》 

作者：陈心蕊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校三（4）中队 

80.《养龟日记》 

作者：查超宬  苏州市高新区实验小学校二（30）中队 

81.《我做了一个梦》 

作者：许姝葳  苏州市高新区实验小学校二（36）中队 

82.《美丽的江苏》 

作者：柳雨暄  苏州市金阊新城实验小学校四（12）中队 

83.《狐狸从医记》 

作者：林通文  苏州市敬文实验小学校三（3）中队 

84.《未来科技》 

作者：钱梽轩  苏州市劳动路实验小学一（3）班 

85.《我的低碳生活》 

作者：沈默  苏州市平直实验小学一（5）班 

86.《遇见美好公益》 

作者：徐梓桐  苏州市三元实验小学校四（2）中队 

87.《大美江苏，你我守护》 

作者：茅家琪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六（4）中队 

88.《心向阳光，一路芬芳》 

作者：李周昕奕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四（6）中队 

89.《劳动真快乐》 

作者：胡筱曦  常熟义庄小学三（8）中队 

90.《节能减排，从我做起》 



作者：邹昕颐  昆山高新区西塘实验小学二（3）中队 

91.《蚂蚁和蝈蝈》 

作者：顾一诺  昆山高新区西塘实验小学二（7）中队 

92.《疫情——做好自己》 

作者：汤语嫣  昆山市花桥徐公桥小学三（2）中队 

93.《四季田家歌》 

作者：高语芊  昆山市培本实验小学三（7）中队 

94.《平凡的一天》 

作者：刘致阳  昆山市裕元实验学校（西校区）一（2）班 

95.《小小卫士守护大大世界》 

作者：何子萱  昆山市裕元实验学校一（1）班 

96.《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作者：花邑宁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三（12）中队 

97.《鲤跃龙门》 

作者：张腾之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四（14）中队 

98.《保护生态环境，从小事做起》 

作者：丁媛媛  海安市李堡镇中心小学六（2）中队 

99.《养殖小能手》 

作者：王军泽  海安市李堡镇中心小学六（2）中队 

100.《地球美容小卫士》 

作者：闻倚涵  海安市明道小学四（2）中队 

101.《向日葵日记》 

作者：周轩羽  海安市明道小学四（7）中队 

102.《水的循环》 

作者：宋陆垚  南通市虹桥第二小学二（2）中队 

103.《垃圾宝宝“活”了！》 

作者：郭张妍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二（4）中队 

104.《垃圾不见了》 

作者：张熙宥  如皋市实验小学六（11）中队 

105.《环保，我们在行动》 

作者：王艺霏  连云港师专三附小五（8）中队 

106.《环保小卫士》 

作者：郭子涵  连云港市厉庄中心小学三（4）中队 

107.《爱护地球，你我同行》 

作者：江雅盈  连云港市诸吾小学六（1）中队 

108.《小兔种萝卜》 

作者：纪梓萱  洪泽实验小学（湖滨校区）五（2）中队 

109.《爱护环境，你我“童”行》 



作者：韩昌佑  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枫香路小学五（21）中队 

110.《假期日记》 

作者：王馨苒  扬州市仪征市实验小学西区校四（2）中队 

111.《致敬劳动者》 

作者：胡思诚、董诗雨、孙思逸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初二（15）
中队 

112.《战疫一线的“大白”》 

作者：赵宸、潭菲灵、韩雨珊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南门初二
（11）中队 

113.《长江大保护》 

作者：彭肖予  仪征市实验小学西区校四（2）中队 

114.《宜居小镇 分外多娇》 

作者：顾奕  仪征市育才小学四（3）中队 

115.《送垃圾“回家”》 

作者：赵童  句容华阳实验小学弘景校区三（6）中队 

116.《我是家庭好帮手》 

作者：徐嘉泽  句容市下蜀中心小学三（3）中队 

117.《劳动最光荣》 

作者：桂紫轩、赵雅琪、杨晨萱、周辰逸、张津鸣  镇江市第三中学
七（2）中队 

118.《有爱餐厅的故事》 

作者：朱芝蓥  镇江市实验小学五（10）中队 

119.《我的喵庄园》 

作者：陈恩泽  靖江滨江学校五（13）中队 

120.《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作者：张逸茹  靖江市新桥城实验学校二（1）中队 

 

 

  



2022年“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优秀作文” 优秀奖获奖名单 

（优秀奖 120 个） 

1.《弘扬志愿精神，争做美丽江苏小主人》 

作者：代李正义  南京财经大学附属小学五（1）中队 

2.《垃圾桶就医》 

作者：盛乙书  南京江宁区龙都中心小学二（1）中队 

3.《机器人“变形”记》 

作者：蔡雨城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五（1）中队 

4.《予我角隅天下，赠汝缱绻芳馨》 

作者：汤计画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八（11）中队 

5.《劳动光荣我来做 绝知此事要躬行》 

作者：周子傅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八（7）中队 

6.《勤勉劳动，生活添彩》 

作者：陈夕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三（3）中队 

7.《组装电风扇》 

作者：顾家铭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四（6）中队 

8.《轻轻地放着香——菊花苗生长小记》 

作者：邹逸然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街分校五（3）
中队 

9.《走进生态农业基地，致敬最美劳动者》 

作者：刘梦琪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邺城路小学三（2）中队 

10.《樱桃番茄成长记》 

作者：高梓航  南京市白下高新小学五（5）中队 

11.《我的小番茄》 

作者：戴宣伊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四（9）中队 

12.《你保护环境 我守护你》 

作者：郑子霖  南京市赤壁路小学四（3）中队 

13.《寻访身边最美劳动者——铁路工务段工人》 

作者：章益诚  南京市赤壁路小学五（1）中队 

14.《寻访最美劳动者》 

作者：谭诗瑶  南京市大光路小学四（2）中队 

15.《低碳江苏，有你有我》 

作者：饶雅芯  南京市第五十中学初一（5）中队 

16.《再见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作者：王梓帆  南京市芳草园小学凤凰校区三（1）中队 

17.《我的养植日记》 



作者：徐乐知  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六（3）中队 

18.《我学会了养蚕》 

作者：许嘉辰  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四（6）中队 

19.《守护微笑天使，弘扬金陵文化》 

作者：张成王子  南京市后标营小学二（3）中队 

20.《劳动创造美》 

作者：张晓溪  南京市后标营小学四（1）中队 

21.《最美劳动者》 

作者：赵跃潮  南京市佳营小学四（1）中队 

22.《游览秦淮河•做秦淮河小卫士》 

作者：娄子涵  南京市建宁小学六（1）中队 

23.《维修，让生活更多彩》 

作者：李俊希  南京市建宁小学三（1）中队 

24.《指尖垃圾分类，心间文明提升》 

作者：王彣天  南京市建宁小学四（3）中队 

25.《垃圾分类，我先行》 

作者：钱奕多  南京市江宁区实验小学金箔路分校二（19）中队 

26.《我是维修小工匠——鸟笼改造》 

作者：赵梓霁  南京市江宁实验小学六（5）中队 

27.《从逆境成长中感悟生命》 

作者：顾时嘉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五（9）中队 

28.《寻访最美劳动者——我的主持人爸爸》 

作者：凤凰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四（2）中队 

29.《幸福的汗水》 

作者：朱浩崧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四（6）中队 

30.《与最美教师话劳动》 

作者：曹舒惠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五（6）中队 

31.《种生菜》 

作者：张梓轩  南京市民生实验小学六（3）中队 

32.《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 

作者：傅建宇  南京市民生实验小学四（4）中队 

33.《难以忘怀的一天》 

作者：高浚哲  南京市莫愁新寓小学六（2）中队 

34.《我的家乡南京》 

作者：崔武赫  南京市栖霞区实验小学尧辰路校区五（1）中队 

35.《化茧成蝶》 

作者：崔伊诺  南京市青云巷小学三（1）中队 

36.《友善于心，关爱于行》 



作者：李岳泽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小学)三
（8）中队 

37.《种辣椒》 

作者：周楚晗  南京市三牌楼小学四（7）中队 

38.《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我的碗莲种植日记》 

作者：胡展豪  南京市双塘小学五（1）中队 

39.《双小生态园管理趣记》 

作者：邵子萱  南京市双塘小学五（4）中队 

40.《我爱香菜》 

作者：陆明昊  南京市陶行知小学二（3）中队 

41.《家庭卫生小帮手》 

作者：王绮玥  南京市天妃宫小学五（9）中队 

42.《令人难忘的一次公益活动》 

作者：汤新宇  南京市小市中心小学五（3）中队 

43.《我是美容小卫士，整洁环境我维护》 

作者：项禹然  南京市小西湖小学四（2）中队 

44.《美丽江苏我贡献，图书馆里做志愿》 

作者：李宜轩  南京市鑫园小学二（3）中队 

45.《变废为宝巧设计》 

作者：唐瑞青  南京市银城小学四（20）中队 

46.《南瓜养成记》 

作者：严康锐  南京市银城小学五（17）中队 

47.《小小番茄种子的旅行——种植日记》 

作者：周丰宁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三（5）中队 

48.《烈日暖心，筑梦“星空”》 

作者：储一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三（6）中队 

49.《玉米成长记》 

作者：胡曦月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四（6）中队 

50.《小番茄种植记》 

作者：江奕娴  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四（1）中队 

51.《小番茄成长记》 

作者：秦嘉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三（2）中队 

52.《自己动手变废为宝》 

作者：仲雨露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一（13）班 

53.《我劳动，我光荣，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 

作者：廖锦鸿  南京市长平路小学四（1）中队 

54.《绿意盎然，点缀生活》 

作者：蒋欣瑶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属小学四（5）



中队 

55.《未来地铁》 

作者：闫文萱  南京晓庄学院实验小学阳光中队 

56.《驼背大爷撑起一片蓝天》 

作者：张羽扬  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四（1）中队 

57.《种菜的幸福》 

作者：贾元亨  南京郑和外国语学校小学部六（1）中队 

58.《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作者：胡顺然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五（8）中队 

59.《天才设计——环保除臭智能垃圾桶》 

作者：朱雨轩  无锡市广益中心小学五（3）中队 

60.《生活美化进行时》 

作者：程王钰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新九（11）中队 

61.《樱桃萝卜成长记》 

作者：何沛齐  无锡市新吴区新苑实验小学四（4）中队 

62.《最美的“逆行者”》 

作者：沈施诗  无锡市新吴区新苑实验小学五（1）中队 

63.《养花的小收获》 

作者：姚音孜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四（1）中队 

64.《心中有爱 行中友善的公益女孩》 

作者：谈钇含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五（3）中队 

65.《旧电池的妙用》 

作者：戴妍熙  宜兴市实验小学六（2）中队 

66.《我是设计小天才》 

作者：袁黎斌  宜兴市实验小学六（4）中队 

67.《衣物巧收纳》 

作者：赵熙媛  宜兴市实验小学六（4）中队 

68.《我的小菜园》 

作者：王韵博  宜兴市实验小学四（16）中队 

69.《我是养植小能手，绿色环境我营造》 

作者：王思晔  宜兴市实验小学四（16）中队 

70.《熟悉的身影》 

作者：刘秭圻  徐州市第三十四中学附属小学六（3）中队 

71.《这也是课堂》 

作者：姚梓艺  常州市武进区星辰实验小学四（6）中队 

72.《小树的心思》 

作者：朱栎  常州市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三（3）中队 

73.《辛勤劳动的您，最美丽》 



作者：陈宸  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二（5）中队 

74.《我是种玉米小能手》 

作者：陈可瑶  常州市新北区孟河中心小学六（2）中队 

75.《劳动最光荣》 

作者：查何辰铭  常州市紫云小学五（5）中队 

76.《让“青青”河道变“清清”》 

作者：黄晟瑞  苏州高新区白马涧小学五（1）中队 

77.《我的摘果神器》 

作者：万帛熹  苏州高新区金色小学校六（3）中队 

78.《“家庭美容师”诞生记》 

作者：邵博  苏州高新区金色小学校六（6）中队 

79.《实践活动基地落成记》 

作者：吴宇凡  苏州高新区敬恩实验小学四（3）中队 

80.《第一次做西红柿炒鸡蛋》 

作者：朱天勤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四（10）中队 

81.《小书架改造记》 

作者：孔若芊  苏州高新区通安中心小学校五（2）中队 

82.《盆栽黄瓜养殖记录》 

作者：王梓妍  苏州高新区文昌实验小学校六（1）中队 

83.《成长苏州伴我行，我的暑假超充实！》 

作者：方文羽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三（9）中队 

84.《夏日绽放》 

作者：李衿夕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一（11）班 

85.《行如微尘，大爱无疆》 

作者：戴乐云  苏州市敬文实验小学六（3）中队 

86.《返老还童》 

作者：杨菓  苏州市平直实验小学一（8）班 

87.《我劳动我光荣》 

作者：张鑫怡  苏州市三元实验小学校五（2）中队 

88.《播种 收获》 

作者：李宜静  常熟市义庄小学四（7）中队 

89.《我是养植小能手，绿色环境我营造》 

作者：张子涵  昆山市千灯中心小学三（2）中队 

90.《我是小小养殖员》 

作者：季逸  昆山市裕元实验学校（西校区）三（3）中队 

91.《我劳动 我光荣》 

作者：刘慕晨  昆山市裕元实验学校一（13）班 

92.《生命的花季》 



作者：季鑫慧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小学六（9）中队 

93.《我在乡下的一天》 

作者：宋欣恬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小学三（8）中队 

94.《我是小小志愿者》 

作者：王锶芮  海安高新区丹凤小学四（13）中队 

95.《劳动最光荣》 

作者：徐梓文  海安市城东镇韩洋小学五（1）中队 

96.《我劳动，我光荣》 

作者：沈骁彤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四（13）中队 

97.《拯救我的小河》 

作者：金伦可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五（11）中队 

98.《敬老暖重阳，公益我先行》 

作者：李浚溢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五（16）中队 

99.《仓鼠养殖小知识》 

作者：何沐  海安市高新区丹凤小学五（12）中队 

100.《让我们拥有一个舒适的“家”》 

作者：奚瑞  海安市明道小学五（7）中队 

101.《我的美丽家乡》 

作者：陆文博  海安县角斜镇中心小学四（2）中队 

102.《送图书回家》 

作者：刘仲禹  灌南县长江路小学四（5）中队 

103.《借一借》 

作者：韩昌佑  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枫香路小学五（21）中队 

104.《劳动创造幸福》 

作者：贾馨怡  淮安市涟水县小李集中心小学四（2）中队 

105.《城市的“美容师”》 

作者：陈嘉瑞  淮安市人民小学六（10）中队 

106.《“大宋志愿者”》 

作者：高仲沅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四（13）中队 

107.《我在劳动中得到快乐》 

作者：侍峻  盱眙县官滩中心小学五（2）中队 

108.《鹤舞湿地 大美盐城》 

作者：曹栩闻  盐城市初级中学九（8）中队 

109.《观家乡巨变 护美丽家园》 

作者：杜汶倩  盐城市聚亨路小学六（11）中队 

110.《城市的美容师》 

作者：管俊辉  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中心小学三（7）中队 

111.《观消防站有感》 



作者：陈常泓  扬州市汶河小学四（7）中队 

112.《我的家乡》 

作者：张若溪  仪征市实验小学西校区四（2）中队 

113.《我的环保爸爸》 

作者：唐芯  镇江市丹徒区茅以升实验学校 二（6）中队 

114.《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我为“镇江香醋”代言》 

作者：姜雨泽  镇江市江滨实验小学六（6）中队 

115.《让懒惰退休》 

作者：韦明阳  镇江市银山小学五（2）中队 

116.《汗水后的收获》 

作者：周子禾  泰兴市鼓楼小学鼓楼校区六（10）中队 

117.《学做养殖小能手，绿色环境来营造》 

作者：吴梦瑶  泰兴市鼓楼小学六（10）中队 

118.《我的茉莉花》 

作者：成俊麒  泰兴市襟江小学襟江校区一（7）班 

119.《我们给你一个家》 

作者：常宣宜  泰州市姜堰区励才实验学校七年级 29班十八中队 

120.《最美背影》 

作者：韩子欣  泗阳县裴圩镇小学四（5）中队 

 

 

 

  



2022年“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优秀小课题” 优秀奖获奖名单 

（优秀奖 120 个） 

1.制作《太阳能遥控车》 

作者：乔宸钇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初中邺城路小学三（2）中队 

2.研究报告《电动车远光灯使用现状调查报告》 

作者：穆彦希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红山分校三（1）中队 

3.制作《空调加湿伴侣》 

作者：刘泊言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红山分校五（1）中队 

4.发明《控温型多功能背包》 

作者：戴嘉仪  南京市赤壁路小学六（4）中队 

5.制作《垃圾袋做衣服》 

作者：毛婧伊  南京市大光路小学三（3）中队 

6.研究报告《种植樱桃小番茄》 

作者：杜雨宸  南京市岱山实验小学岱山南路校区一（6）班 

7.制作《制作水力发电机》 

作者：厉嘉和  南京市凤游寺小学三（3）中队 

8.制作《多功能花园》 

作者：何星桐、赵家宝  南京市夫子庙小学六（4）中队 

9.制作《探索能量转换的奥秘》 

作者：朱骏茗  南京市古雄小学一（1）班 

10.研究报告《探究不同光的颜色对兔行为的影响》 

作者：潘静茹、潘孝青  南京市鼓励区第一中心小学四（3）中队 

11.研究报告《关于推广校园雨水收集系统的建议》 

作者：马睿  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四（4）中队 

12.研究报告《水质净化科学实验——构建小鱼的生态家园》 

作者：胡叶纯  南京市后标营小学一（2）班 

13.宣传专题《文明低碳，节能环保》 

作者：王昊天  南京市慧园街小学五（1）中队 

14.制作《新能源垃圾分类一体车的探索与制作》 

作者：邢琴  南京市建邺区南师大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三（1）中队 

15.制作《制作滤水器》 

作者：曹浩宇  南京市江宁区岔路学校三（7）中队 

16.研究报告《倡导“海绵城市” 从我做起》 

作者：刘怡箮  南京市江宁上坊新城小学四（1）中队 

17.制作《半导体制冷杯制作》 

作者：陈钰彤  南京市金陵小学广志路校区五（16中队） 



18.制作《智能堆肥花盆》 

作者：沈昕钰、陈昕然、金宸铭  南京市考棚小学四（4）中队 

19.宣传专题《我是公益小天使，志愿服务我热爱》 

作者：申梓霖  南京市科睿小学二（2）中队 

20.发明《关于环保可降解口罩的发明与研究》 

作者：孙宁萱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五（1）中队 

21.研究报告《白醋的妙用——“白醋除水垢”研究报告》 

作者：毛梓鈊  南京市励志学校小学部二（1）中队 

22.研究报告《蒜苗成长观察》 

作者：赵思湉  南京市莲花实验学校小学部二（2）中队 

23.制作《认识藕带并制作成菜肴》 

作者：王以承  南京市莲花实验学校小学部五（1）中队 

24.发明《节能减排在身边——南京市新能源汽车考察报告》 

作者：王垶然  南京市莫愁湖小学六（2）中队 

25.发明《“骑车难”情况研究报告》 

作者：张真源  南京市莫愁湖小学四（3）中队 

26.制作《我是小小电工——投票器》 

作者：何辰  南京市麒麟科创园学校五（2）中队 

27.研究报告《番茄是怎么到我们手中的？》 

作者：周尤、张文轩、高萱儿  南京市软件谷小学孙津川中队 

28.发明《立体车库智能车辆避火罩》 

作者：叶安然、赵荣泽、周荣德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六（1）中队 

29.制作《自制饮水机》 

作者：王一涵  南京市石鼓路小学三（2）中队 

30.研究报告《我是小小“蘑”法师——种蘑菇观察报告》 

作者：益满薰  南京市双塘小学五（3）中队 

31.研究报告《葫芦成长记》 

作者：廖俊树  南京市四方小学四（2）中队 

32.制作《解放双手—自动浇花器》 

作者：赵禹涵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四（5）中队 

33.研究报告《天妃宫小学 4-6年级学生玩手机现状及家长应对策略》 
作者：左佑  南京市天妃宫小学四（10）中队 

34.金点子《关于改进水杯过滤网形状以提高滤水效果的建议》 

作者：陈家昕  南京市天景山小学四（7）中队 

35.研究报告《婴儿车拷问地铁无障碍设施 --基于南京地铁三山街站
无障碍设施小考察》 

作者：王晗羽  南京市天正小学六（1）中队 

36.制作《变废为宝，制作星空灯》 



作者：仇一涵  南京市小西湖小学六（2）中队 

37.研究报告《关于验证汽水中的气体是二氧化碳的实验》 

作者：耿佳乐  南京市永泰路小学六（2）中队 

38.研究报告《天牛——树木隐形杀手》 

作者：李逸阳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五（2）中队 

39.研究报告《家庭厨余垃圾处理分析》 

作者：赵梦荻  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三（1）中队 

40.发明《一种排队式防霉筷子筒》 

作者：周昱彤  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四（2）中队 

41.宣传专题《创建文明典范城市宣传活动》 

作者：范镇宁、李京祥、陈怡彤、周旋、周煜欣、张俊昊、孙语珠、
谭金洁  南京市竹山小学五（2）中队 

42.金点子《低碳环保步行台阶》 

作者：王知之  南京晓庄学院弘景实验小学三（2）中队 

43.研究报告《关于早晨校门口堵车问题的现状调查报告》 

作者：邢智皓、李沛金、孟玉辰、徐志昊  南京怡馨花园小学五（1）
（3）（4）（6）中队 

44.研究报告《南京奥体中心周边盲道现状调查报告》 

作者：包熹毓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二（4）中队 

45.发明《老年人防撞裤》 

作者：张仲嘉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六（2）中队 

46.研究报告《豆芽的成长》 

作者：冯恬欣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五（9）中队 

47.研究报告《土豆种植小发现 绿色土壤我保护》 

作者：沈家伊  南师附中树人学校附属小学六（5）中队 

48.制作《垃圾分类机》 

作者：王禹熙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 

49.研究报告《多肉植物-姬玉露的养植研究报告》 

作者：吴皓轩  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四（2）中队 

50.研究报告《种植大蒜》 

作者：费煜宸  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一（4）班 

51.研究报告《关于种植石生花的研究报告》 

作者：毛睿晞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四（5）中队 

52.研究报告《关于老小区居民节约用水调查报告》 

作者：华呈梦  徐州市王场新村小学六（3）中队 

53.制作《生活用水回收及二次利用的小课题》 

作者：蔺嘉悦  徐州市祥和小学校四（4）中队 

54.研究报告《生活垃圾调查研究》 



作者：沈灵毓、严一、周子琳、黄梓涵、刘瑞祺、张腾月  常州经开
区冯仲云小学四（4）、四（5）中队 

55.研究报告《守护一方碧水》 

作者：范平平、赵一萱、王睿涵、雷萌、王静  常州经开区冯仲云小
学五（3）中队 

56.研究报告《奏响垃圾分类“绿”动歌 》 

作者：张蕾  常州经开区小学四（1）中队 

57.制作《垃圾分类小能手——垃圾分类小软件的制作》 

作者：杨智尹  常州市金坛区段玉裁实验小学五（1）中队 

58.研究报告《水火箭》 

作者：刘晗蕾  常州市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六（5）中队 

59.研究报告《小学劳动课程的开展及其必要性》 

作者：高奕茜  常州市武进区横林实验小学二（7）中队 

60.研究报告《“小切口”推动“大节水”——“光瓶行动”，一起约
个吧》 

作者：沈欣怡、刘一帆、陶瑞涵、卞雅琪、薛淑仪、邱浩轩、董礼维、
王韵帆、徐嘉言、姜羽晗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五（5）
中队 

61.研究报告《“食”之有味，“育”之有慧》 

作者：陈宸、陶玺睿、李泽萱  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二（10）
中队 

62.研究报告《太空生活——智能紧急救护机器人》 

作者：朱振豪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中心小学五（8）中队 

63.研究报告《垃圾少一分，环境美十分》 

作者：周秋雨、黄少萱、凌薇、吴煜煊、钱梓溪  常州市新北区圩塘
中心小学四（5）中队 

64.制作《智能秘密花园》 

作者：查何辰铭  常州市紫云小学五（5）中队 

65.发明《捞水面垃圾的遥控船》 

作者：钟佳茜  湖塘桥实验小学四（10）中队 

66.研究报告《绿色出行，低碳生活让城市更美好》 

作者：陶政宇  湖塘桥实验小学四（7）中队 

67.宣传专题《养植绿化小课题之我践行》 

作者：任法拉  苏州高新区白马涧小学五（8）中队 

68.研究报告《迷你鹦鹉的幼鱼去哪了？》 

作者：张诗茹、王亦萱  苏州高新区金色小学校六（6）中队 

69.制作《旧八音盒改造》 

作者：曾逸轩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一（2）班 



70.制作《我给小乌龟造个新的窝》 

作者：任洲永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六（3）中队 

71.研究报告《“垃圾分类现状”调查》 

作者：周思远  苏州市高新区实验小学校四（16）中队 

72.宣传专题《我是劳动小能手》 

作者：徐钲杰  苏州市姑苏区姑香苑小学三（3）中队 

73.发明《创意智造——“防驼背坐姿矫正仪器”》 

作者：钟雨恬  苏州市姑苏区金阊实验小学校四（4）中队 

74.研究报告《小区废弃口罩管理现状调查及改进建议》 

作者：谢采悠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五 E中队 

75.金点子《触屏笔》 

作者：韩沐菁  苏州市劳动路实验小学校二（2）中队 

76.研究报告《苏州园林的特色——狮子林研学》 

作者：姚一珩  苏州市劳动路实验小学校三（1）中队 

77.宣传专题《走进西博》 

作者：王尧昕  苏州市平直实验校学新四（2）中队 

78.制作《感应赛车》 

作者：王维恒  苏州市三元实验小学校二（4）中队 

79.制作《自制饮水机》 

作者：诸逸雯  苏州市善耕实验小学四（5）中队 

80.发明《可调式自动浇花机》 

作者：朱文萱  苏州市阳山实验小学校五（10）中队 

81.研究报告《浅析室内外环境差异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作者：田海墨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初三（8）中队 

82.宣传专题《文明礼仪伴我行》 

作者：陆晨曦  常熟市珍门中心小学四（3）中队 

83.制作《我的房间焕新记》 

作者：陆林希  姑香苑小学校三（3）中队 

84.发明《利用七里香制作绿色驱虫剂的研究》 

作者：王紫溪  昆山高新区西塘实验小学五（5）中队 

85.金点子《一种释放劳动双手自动换胎扳手》 

作者：陆思圻、金汐玥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四（3）中队 

86.制作《传统手工艺大鱼灯的制作》 

作者：赵凡  昆山市花桥金城小学三（2）中队 

87.研究报告《基于生态厕所开展生态实践活动的研究报告》 

作者：周文廷  昆山市培本实验小学五（9）中队 

88.发明《老年人辅助穿袜器》 

作者：顾锦逸  昆山市千灯中心小学校五（4）中队 



89.发明《可提供无线充电的智能车把》 

作者：徐梓萌  昆山市实验小学六（4）中队 

90.制作《红外线感应机器人》 

作者：张义轩  昆山市裕元实验学校三（18）中队 

91.研究报告《家庭环保微报告》 

作者：孔石怡  海安市城东镇西场小学三（1）中队 

92.研究报告《巧手妙心，变废为宝》 

作者：濮子悦、储湘琴、仲欣妍、储梓怡、杨洋、濮崔慧  海安市城
东镇延寿小学六（1）中队 

93.宣传专题《为家人做一道菜》 

作者：何家荣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六（11）中队 

94.研究报告《探究缺水对农作物发芽的影响》 

作者：杨雅涵  海安市教师发展中心附属小学三（5）中队 

95.研究报告《不历风雨，何以花开—初探风雨兰的养护全过程》 

作者：薛金岫  海安市明道小学六（1）中队 

96.发明《一种可以固定头盔并防盗的车篮》 

作者：严雨婷  明道小学集团六（9）中队 

97.研究报告《寻访最美劳动者---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郭承毅》 

作者：郭子煜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初一（13）中队 

98.宣传专题《寻找“我身边的最美劳动者”》 

作者：杜明轩  如皋市实验小学三（10）中队 

99.研究报告《实施垃圾分类 共建美好家园》 

作者：徐墨炫、卢创业  灌南县五队实验学校六（1）中队 

100.制作《树叶粘贴画》 

作者：孙宇阳  灌南县长江路小学五（12）中队 

101.研究报告《探究面粉的秘密》 

作者：崔格  连云港市石桥中心小学四（1）中队 

102.研究报告《海鲜荟萃，名传万家》 

作者：尚宸汐、尚悦萌  连云港市宋庄中心小学四（5）中队 

103.研究报告《推广使用节能环保无污染新能源汽车调查研究报告》 
作者：邓博峰  淮安市淮海小学六（2）中队 

104.研究报告《家庭节电课题研究报告》 

作者：宋紫萱  淮安市人民小学五（8）中队 

105.宣传专题《低碳生活 我能行》 

作者：范尧羽  淮安市深圳路小学四（3）中队 

106.发明《垃圾分类小课题》 

作者：曹兮苒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新五（1）中队 

107.宣传专题《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作者：冯清筠  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中心小学六（3）中队 

108.研究报告《调查报告 ——采访劳动者》 

作者：杨翊轩、宋泓毅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九龙湖校区初二
（10）中队 

109.研究报告《仓房新村，华丽蝶变》 

作者：吴昊俣、俞欣悦、朱凝、束余瑾、陈子涵、许刘青、许康昕、
吴念琪、朱子默、赵苗苗  仪征市古井中心小学五（2）中队 

110.研究报告《美丽家乡我守护》 

作者：詹修远  句容市华阳中心小学校六（8）中队 

111.金点子《可以吃的餐具》 

作者：童宇谦  镇江市江滨实验小学六（5）班中队 

112.宣传专题《垃圾分类我知道》 

作者：季泽楷、陈若希、徐子瞻、王一航、董佳琪、蔡佳琪  镇江市
桃花坞小学六（4）中队 

113.制作《月饼盒巧利用——书桌旋转置物盒》 

作者：肖雨辰  镇江市中山路小学三（6）中队 

114.研究报告《小学劳动体验课程的构建与实施》 

作者：郭君雅、鲁宗胤、周轩锐、高添瑞、马凯洵  泰州市永安洲小
学四（2）中队 

115.发明《人工智能分类垃圾箱》 

作者：胡跃辰  兴化市实验小学四（8）中队 

116.研究报告《栽瓶生番茄，探生长奥秘》 

作者：刘鸿宇、叶梓闻、王潇宁  沭阳县实验小学五（12）中队 

117.研究报告《运用物联网技术提高农业智能化生产的调查研究》 

作者：陈佳琪、魏亦欣、何梦燃  泗洪县石集实验学校袁隆平中队 

118.研究报告《“废纸”再造的实践研究》 

作者：周沐  泗阳双语实验学校四（6）中队 

119.制作《我是环保小达人》 

作者：施静懿  宿迁市宿豫区大兴中心小学三（2）中队 

120.研究报告《一次性生活用品研究报告》 

作者：张智轩  宿迁市宿豫区实验小学六（4）中队 

 

  



2022年“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优秀小视频” 优秀奖获奖名单 

（优秀奖 120 个） 

1.《美丽星球魅力太空》 

作者：陈一嘉  南京江宁科学园小学一（12）班 

2.《抵制白色污染，做环保小卫士》 

作者：施梓涵、施南宇、郑一卉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三（9）中
队 

3.《我是养植小能手-大蒜成长记》 

作者：崔朝宇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四（6）中队 

4.《播种美好未来——寻访新时代最美劳动者》 

作者：朱浥岑、卞子钲、施沁源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邺城路小学
三(1)(2)(4)中队 

5.《我是美容小卫士，整洁环境我维护——我们是社区小小图书管理
员》 

作者：张志铭、顾洋嘉、陈雅妍、张传昊、万芸熙、潘灏闻、严鑫凌、
张嘉龙  南京市白下高新小学四（3）中队 

6.《生活小播客-身边的美景》 

作者：何思哲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三（8）中队 

7.《公益小天使来了》 

作者：石骏哲、刘雯萱、李洛书、刘辰霖、孙雨晨、杨宇泽、马靖博、
单玉想、贾珅、孟祥浩、张梦滢、赵孟雅、刘美琪、张溢涵、刘诗彤、
马梓晴  南京市岱山实验小学（2）中队 

8.《公益小天使来了》 

作者：石骏哲  南京市岱山实验小学五（2）中队 

9.《和谐江宁，因“你”而美》 

作者：刘润升  南京市东山小学二（11）中队 

10.《探寻小鲤鱼们的新家——江宁区高新园污水处理厂生态安全缓
冲区湿地公园》 

作者：谢子澄、金衍希  南京市东山小学五（1）中队 

11.《美丽江苏，环境有我》 

作者：李蒝锐  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二（5）中队 

12.《生活小妙招 厨房里的完美组合》 

作者：沈尧语  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四（3）中队 

13.《小小讲解员——参观将军海洋馆》 

作者：王钰涵  南京市汉口路小学五（4）中队 

14.《献爱心从我做起》 



作者：许羽晨  南京市洪武北路小学二（3）中队 

15.《盘中餐皆辛苦》 

作者：张哲川  南京市后标营小学一(2)班 

16.《保护母亲河，做江豚守护者》 

作者：胡可妍  南京市建康路小学二（2）中队 

17.《蚕宝宝的一生》 

作者：杨梓茉  南京市江宁区百家湖小学一（16）班 

18.《寻访最美劳动者》 

作者：张粲然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一（6）班 

19.《美丽江苏小主人，飞侠红领巾小队社区劳动实践！》 

作者：薛明悦、朱婳、朱赫、金芃宇、陈梓萱、琴梓歆、李欣妍、杨
国煜、朱晨瑞  南京市考棚小学五（4）、三（2）中队 

20.《保护江豚 留住微笑》 

作者：李语桐、李青馨、吴奕萱、杨苏晗  南京市科睿小学二（6）
中队 

21.《废旧电器别丢掉 巧手创造大用处》 

作者：叶德骏、宋聿宸、周楷沁、何咏颐、朱玳佑、杨振佑  南京市
琅琊路小学二（3）中队 

22.《献爱心》 

作者：宋玹旭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明发滨江分校五（15）中队 

23.《寻访非遗——南京金箔》 

作者：陈子涵、丁明宇、杨支栋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四（6）中队 

24.《寻找最美劳动者》 

作者：王可儿、潘逸辰、倪景豪  南京市力人学校三（1）中队 

25.《绿色出行》 

作者：马以琳  南京市力学小学海德北岸分校五（2）中队 

26.《社区志愿服务，我热爱！》 

作者：方语桐  南京市力学小学三（2）中队 

27.《出力流汗田间行》 

作者：张天怡、朱珉熠、宋悠然、施禹安、张梓萱  南京市力学小学
三（8）中队 

28.《我劳动我光荣》 

作者：陈梓恩  南京市民生实验小学三（4）中队 

29.《喜迎二十大，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作者：吴徐缘  南京市南化实验小学五（9）中队 

30.《我是美容小卫士，整洁环境我维护》 

作者：艾沐阳  南京市栖霞区实验小学尧辰路校区三（13）中队 

31.《我是强国小主人》 



作者：黄语喆、葛梓涵、张文泽、程梓桐、程泽宇、李永祺、徐琳霖、
强可欣、朱子乐  南京市秦淮区第一中心小学三（2）中队 

32.《我是社区小主人，争做文明小先锋》 

作者：杨钱懿、吴梓铭、王栋、龚铭扬、曹子瑄、陈冠霖、姚林果、
周禹、蔡铭宣  南京市秦淮区第一中心小学五(1)中队 

33.《我是家务小能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作者：乔悦辰  南京市青云巷小学四（1）中队 

34.《我是美丽志愿者》 

作者：胡依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 2018（3）中队 

35.《劳动最光荣》 

作者：阚煜博、孟焕宸、吴炳堃、徐瀚为、杨明轩、杨沛然、周孖潼、
张孖墨  南京市瑞金路小学五（1）中队 

36.《我是生活小博客，幸福生活我宣传》 

作者：刘骁墨、刘翰青、章然溪、陈明落、张嘉霖、叶思贝、陆雨泽、
毛梓萌、张茉楠、张辰茂  南京市石鼓路小学二（5）中队 

37.《我的低碳生活》 

作者：张鑫妍  南京市双塘小学三（4）中队 

38.《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图书管理员》 

作者：季宇璋  南京市四方小学四（4）中队 

39.《我是美容小卫士之图书馆管理员》 

作者：林子岚  南京市四方小学四（4）中队 

40.《穿越 2000公里的爱--我的公益之路》 

作者：于文昊  南京市五老村小学六（7）中队 

41.《垃圾分类 我在行动》 

作者：许辰伊  南京市银城小学四（7）中队 

42.《喜迎二十大——寻访身边的榜样、看见平凡的英雄》 

作者：周丰宁、夏奕朗、许润禾、秦语晨、梁圣熙、杨佳砳、陈骏、
陈绍泓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二（5）中队 

43.《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 

作者：李安楠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四（3）中队 

44.《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寻访党员先锋 感悟科学报国初心》 
作者：董可卿、王子轩、罗锦欣、姚嘉怡、徐铭轩、朱禹诚、张正飞、
王悠、宋奕锦、陈若淇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五（5）中队 

45.《“河”我一起，保护母亲河》 

作者：浦曦媛  南京市致远外国语小学三（8）中队 

46.《舌尖上的美味-饺子》 

作者：李羿佳  南京市紫东江宁学校一（4）班 

47.《南京美食》 



作者：后咏彦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三(6)中队 

48.《吊兰扦插》 

作者：王津羽  南京晓庄学院实验小学（3）中队 

49.《我们在行动 ——倡议保护生物多样性》 

作者：张沁怡、朱嘉甯、张雅仪、龙俊松  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附属
小学二（5）中队 

50.《劳动最光荣》 

作者：王旭洋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二（1）中队 

51.《低碳生活——“嬉”游记》 

作者：倪熠萱  无锡市胡埭中心小学六（7）中队 

52.《快乐种植 幸福收获》 

作者：李圣科  无锡市胡埭中心小学一（2）班 

53.《我的生活我做主》 

作者：任可欣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五（16）中队 

54.《妈妈的小帮手》 

作者：陆雨熙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二（6）中队 

55.《保护环境，共创美好家园》 

作者：郑涵文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二（9）中队 

56.《美丽江苏》 

作者：童桦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三（1）中队 

57.《我是环卫小达人》 

作者：曹铭浠  宜兴市实验小学枫隐校区三（2）中队 

58.《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作者：李崇杰  宜兴市实验小学三（9）中队 

59.《鸭鸭屋》 

作者：袁夕茜  睢宁县实验小学二（16）中队 

60.《我是美容小卫士之书桌“美容师”》 

作者：王艺瞳  徐州市星光小学荣盛城分校二（1）中队 

61.《做好垃圾分类，创造美好家园》 

作者：王慧颖  常州市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四（12）中队 

62.《《跨越 3200 公里的友谊》 公益小天使——常州新疆结对子 爱
心手拉手》 

作者：胥灿  常州市龙锦小学六（9）中队 

63.《一颗传承公益精神的“螺丝钉”》 

作者：周恩汐  常州市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三（6）中队 

64.《慰问城市美容师，体验生活劳动美》 

作者：谭伟业  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分校五（1）中队 

65.《动手修一修，节约又环保》 



作者：张誉凡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六（1）中队 

66.《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 

作者：刘子墨  苏州彩虹小学校五（1）中队 

67.《帮奶奶干农活》 

作者：邬润心  苏州高新区狮山实验小学校二（7）中队 

68.《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作者：陈诺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竹园路校区二（18）中队 

69.《寻访最美劳动者——乡镇医生》 

作者：尤洋  苏州高新区通安中心小学校三（8）中队 

70.《定格苏州美》 

作者：高羽霏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四（3）中队 

71.《小手拉大手打卡“零废循环”新低碳生活》 

作者：倪若晴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一（1）班 

72.《劳动你最美——寻访金奶奶》 

作者：戴政豪、施润丰  苏州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苏州平江实验小
学二（B）中队 

73.《幸福像花儿一样》 

作者：王钰媛  苏州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四（C）中队 

74.《静电拖把的安装和使用》 

作者：丁禹杰  苏州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一（1）班 

75.《小小园丁》 

作者：张正奇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二（6）中队 

76.《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爷爷的茶叶蛋》 

作者：陈云睿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四（10）中队 

77.《我是劳动小能手》 

作者：李熙妍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五（8）中队 

78.《我是文具收纳小能手》 

作者：沈扬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五（3）中队 

79.《绿萝养成日记》 

作者：孙筱玥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80.《家务小能手》 

作者：陆祎宸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二（6）中队 

81.《饭后工作我来做》 

作者：吴晞彤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三（6）中队 

82.《我的小天地 我做主》 

作者：金祎一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四（2）中队 

83.《秘密花园》 

作者：朱梓廷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一（5）班 



84.《爱劳动的小主人》 

作者：李涵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一（8）班 

85.《我劳动我快乐》 

作者：王若瑜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一（1）班 

86.《做蛋饺》 

作者：冯嘉希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校三（1）中队 

87.《树山体验捡垃圾》 

作者：张有翼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校三（4）中队 

88.《美丽江苏在路上》 

作者：周奕婧  苏州市虎丘实验小学校一（7）班 

89.《小护卫》 

作者：钱牧青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二（A）中队 

90.《爱生活，爱劳动——自制藕粉》 

作者：谢采悠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五（E）中队 

91.《我是美容小卫士 生态环保我能行》 

作者：徐梦辰  苏州市金阊新城实验小学校二（2）中队 

92.《变装薯片罐收纳桶》 

作者：章心语  苏州市敬文实验小学三（4）中队 

93.《今天我是小农人》 

作者：马瑜萱  苏州市练塘中心小学四（3）中队 

94.《可爱的含羞草》 

作者：袁梦欣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二（9）中队 

95.《制作迷你分类垃圾桶 争当环保小卫士》 

作者：陈星辰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四（6）中队 

96.《劳动最光荣》 

作者：袁熙宸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五（3）中队 

97.《低碳生活环绕我们身边，工匠精神伴随我们成长》 

作者：徐傅筱  苏州市勤惜实验小学校三（5）中队 

98.《寻访苏州独立支部旧址》 

作者：帅语晞  苏州市三元实验小学校五（4）中队 

99.《爱会飞行，旧物发光》 

作者：吴悠  苏州市善耕实验小学校六（7）中队 

100.《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作者：申博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实验小学六（4）中队 

101.《劳动我最棒》 

作者：缪濠羽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三（7）中队 

102.《最美碧溪街 最美江苏人》 

作者：黄婧逸  常熟市碧溪中心小学一（3）班 



103.《寻访最美河道清洁工》 

作者：黄翊展、吴君浩  常熟市石梅小学六（1）中队 

104.《小小螺丝钉》 

作者：高旸  常熟市世茂实验小学三（1）中队 

105.《热爱劳动 乐享生活》 

作者：陈晗予  昆山高新区西塘实验小学四（2）中队 

106.《太阳能月球车》 

作者：朱骏晖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四（4）中队 

107.《拯救儿歌机大作战》 

作者：宋皓晨  昆山市裕元实验学校三（15）中队 

108.《时光印记》 

作者：顾忆彤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小学三（8）中队 

109.《了解小区美容师的一天》 

作者：徐子涵  海安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六(4)中队 

110.《我是家务小能手》 

作者：张梦怡  海安市明道小学五（1）中队 

111.《乡村振兴 智慧菜园》 

作者：何芷娴  连云港市海州实验小学四（3）中队 

112.《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养植小能手》 

作者：高梓轩  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中心小学三（5）中队 

113.《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介绍扬州科技馆》 

作者：崔恩赫  扬州市汶河小学四（10）中队 

114.《江苏环保小主人》 

作者：张艺宸  扬州市育才小学二（13）中队 

115.《我是公益小天使 志愿服务我热爱》 

作者：冯思源、华一涵、庄博文、薛泽宇、孙耀祖、仇子涵、张家睿  

镇江实验学校五（10）中队 

116.《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作者：徐浩翔  镇江市丹徒区茅以升实验学校二（2）中队 

117.《“节”尽所能 点滴做起》 

作者：季泽楷  镇江市桃花坞小学五（4）中队 

118.《神奇的堆肥箱》 

作者：凌宥佳  镇江市宜城小学五（5）中队 

119.《垃圾分类 人人有责》 

作者：曹翊萱  句容市宝华中心小学四（5）中队 

120.《我劳动 我光荣》 

作者：庄栩然、丁禾、赵文轩  泗阳双语实验学校三（5）中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