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届江苏美境行动“优秀方案实施奖”评优结果

“STEM 专项”奖（优秀方案实施特等奖 12 个）

（排名不分先后）

01.《节约照明用电的研究与分析》

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陈彦琪

【辅导老师】刘艳

02.《“废弃”的火龙果果皮在织物上的染色应用》

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学生代表】杨博然

【辅导老师】汪小峰

03.《垃圾产生与处理方式的调查报告》

江阴市第三实验小学

【学生代表】戴玉倩、黄琪钰、徐艺涛

【辅导老师】孙文忠、陈欣怡

04.《让废纸赋予生命》

无锡市亭子桥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张芷溪、朱丽叶、周思玉

【辅导老师】罗锡铭、周艳、李玲玲

05.《增蓝天 护绿水 保净土——“我是美丽昆山小主人”科技活动方案》

昆山高新区西塘实验小学

【学生代表】朱艾栩、李国富

【辅导老师】王建萍、杨丽玲

06.《香蕉皮榨汁液对部分叶类蔬菜保鲜效果的研究》

昆山市城北中心小学校

【学生代表】李思颖

【辅导老师】崔丽娜

07.《利用废纸制作再生纸的探究》

昆山市周市镇春晖小学

【学生代表】沈暄奕、张夏美

【辅导老师】张露露、吴玉婷

08.《连云港地区水鸟习性特征及生境保护的研究》

连云港市墟沟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徐懋之

【辅导老师】韩永祥、蔡亚

09.《美化环境，点缀生活——包装的“瘦身”、“变身”之旅》

仪征市枣林湾学校

【学生代表】王悦、张子怡、张子涵

【辅导老师】蒋经媛、雎一琪、卢玉凡、华慧

10.《“遇见桂花”项目式主题探究》

扬中市兴隆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朱禹锦、方芷琪、刘畅

【辅导老师】李静、缪文

11.《从苗木水培实验到根床设想的设计》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学生代表】姜思远

【辅导老师】姜新国、许忠良

12.《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助力“双碳”目标》

江苏开放大学

【学生代表】陈宇昂、车奕暄、欧阳嘉隆、张恬馨、周一鸣、楚景舒、靳旋、姜亚杰等

【辅导老师】林娟、宋小洪、刘西洛、张玉兰、邢译

优秀方案实施特等奖（12 个）

（排名不分先后）

01.《关于“减少菜场塑料袋的使用”的研究》

南京市后标营小学

【学生代表】许婵

【辅导老师】吴雷

02.《利用沉水植物与底栖动物净化水质方法的研究》

南京市江北新区高新实验小学

【学生代表】钱煌呈、徐博雅

【辅导老师】徐静、刘雨菲

03.《探究重金属污染对昆山特产水红菱影响的研究》

昆山高新区玉湖小学

【学生代表】荣靖童

【辅导老师】陈煜鸿

04.《小小鸡蛋壳 敲出一片好风景》

海安市白甸镇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王梦洁

【辅导老师】王存梅

05.《使用太阳能 踏上低碳之路》

连云港市城南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朱昱、熊艺涵

【辅导老师】樊继才

06.《基于二十四节气的劳动教育实践研究报告》

淮安市天津路小学

【学生代表】张子恒、谷佳颖

【辅导老师】张琦

07.《校园植物调查实施报告》

江苏省郑集高级中学

【学生代表】张梦晨

【辅导老师】魏闪闪

08.《如泰河生态水岸“五清”治理绿色行动》

如东县马塘镇邱陞中学



【学生代表】陈惟徐、钟王炜

【辅导老师】季爱云

09.《绿色地球生态科普》

南京大学

【学生代表】苏可欣、邓熊慧、孙馨、王昱博

【辅导老师】缑文彤

10.《“绿嫩盈寝，一寝倾心”绿色寝室活动》

南京邮电大学

【学生代表】张宸阳、梁豫宁、张玉洁、袁睿、朱佳怡

【辅导老师】肖俊桂

11.《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共抓长江大保护》

江苏大学

【学生代表】周嫚、张雨晗、刘英胜、董俊朵、张雅男、贺苗、王震宁、刘恒驰、王议晗

【辅导老师】张岳

12.《追寻微笑精灵 共建美丽中国》

江苏科技大学

【学生代表】韩诚、谢承芸、李家贤、徐馨、王晓兰

【辅导老师】喻永光

优秀方案实施一等奖（28 个）

（排名不分先后）

01.《“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然科普沙盘创作》

南京市芳草园小学凤凰校区

【学生代表】钱昱竹、徐浩天、邱莞荞

【辅导老师】陈平

02.《南京 8 个代表性小区垃圾分类实施情况调研》

南京市中山小学

【学生代表】杨奕琛、侯俊泽

【辅导老师】纪敏钰

03.《乐享外卖 摆脱“塑”缚——外卖盒的污染及利用》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实验小学

【学生代表】刘紫莹、杨佳慧

【辅导老师】王春侠

04.《对塑料文具垃圾说“不”！》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桥实验小学

【学生代表】白乃瑞、张敬泽、徐心彤

【辅导老师】张志清

05.《“文具回家记——学生文具浪费”问题研究》

昆山市培本实验小学

【学生代表】赵浩丞、石曦妍、徐梓桐、于宸乐、邓永胜

【辅导老师】吕宁

06.《变废为宝 蓄力发电——利用生活中的废弃物制作摩擦发电机的探究》



昆山市周市镇春晖小学

【学生代表】陈万汮

【辅导老师】王红晨、张平、吴旭雄

07.《摇花品香赏秋 践行生态文明》

苏州高新区金色小学校

【学生代表】王天佑、冯楚涵

【辅导老师】殷益红

08.《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南通市海门区能仁小学

【学生代表】徐铮宇、张茵童

【辅导老师】李娜

09.《我爱家乡的西盐河》

连云港市许庄小学

【学生代表】滕诗瑶、管俊泽、魏雨欣、邹安泽、范芮溪、包俊熙、许广翰、李奕萱

【辅导老师】盛江波、唐江艳、张馨元、刘玲

10.《垃圾减量之玩转纸艺》

连云港市赣榆城西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于清岚、卢子豪

【辅导老师】赵静、王玲、梁爽

11.《废旧塑料品 巧变美神器》

连云港市赣榆华中路小学

【学生代表】刘皓宸、李书娴

【辅导老师】李丹、万晓晓、刘雷

12.《农耕园“大变身”》

连云港市徐山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王彤心、姚娜

【辅导老师】张琪、马玉娟

13.《立体小菜园——DIY 阳台蔬菜基地》

仪征市刘集镇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李晨荣、秦子涵、扈锐恺、王思妍

【辅导老师】张开芳、吕远娟、李明锋、张国振

14.《“运河小兵”的“护河行动”》

丹阳市运河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施唐忆、吴雨辰、王嘉

【辅导老师】施华平

15.《万千绿豆比珠圆 一夜琼花开玉莲》

泰兴市襟江小学

【学生代表】李琝萱

【辅导老师】许程澄

16.《升级传统家庭农场的 IoT 智慧种植架》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学生代表】周子傅、娄修齐

【辅导老师】许雪娥、李岩

17.《映日荷花别样红》



宜兴市培源中学

【学生代表】钱思琦、樊乐

【辅导老师】曹萍、吴涛

18.《科普清洁能源 共建生态文明》

江苏省金坛中等专业学校

【学生代表】于欣仪、陶鸿、周志军

【辅导老师】于浩、汤火强、袁惠娟

19.《保护湿地公园 筑牢生态屏障》

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

【学生代表】潘家宝、刘佳园

【辅导老师】廖素静、王永珏、刘文娟

20.《连云港市海洋环境保护调查实践活动》

连云港市新海初级中学

【学生代表】刘子瑜、张宸睿、张罗熙

【辅导老师】祁明雪

21.《保护生物多样性 共建生态校园》

仪征市实验中学

【学生代表】焦响、邵张弛、戴振宇、陈子骞

【辅导老师】史淑敏、邱媛媛

22.《河湖安澜靖鱼悦 微光成炬护江来》

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学生代表】刘嘉欣、朱桢一、丁仰、鞠科丞、张宇彤

【辅导老师】鞠鑫、叶炼、卢阳、钱燕

23.《关注气候变化 提升环保意识》

泗洪县第一实验学校

【学生代表】孙瑞、袁子涵

【辅导老师】王瑜、孟亮

24.《爱行万里 绿色启航》

东南大学

【学生代表】戴翎芸、肖诗宇、巢玥、陈蕊倩、卞艺杰、陈一祺、程思宇、霍英杰、李思雨、

渠宇菲

【辅导老师】刘欢欢

25.《携手低碳生活 共创绿色家园》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学生代表】付启坠、周生龙、王鹏飞、蒋单杰、汤璐华、吴思雨、贝双

【辅导老师】吴晓云、王瑞、彭波、梁菊

26.《保护校园环境 从你我做起》

南通大学

【学生代表】王浩奕

【辅导老师】徐永战

27.《第十二届江苏省绿色营“波光碧水濛，又醉家乡水”》

扬州大学

【学生代表】王佳、吕方圆、施天意、杨涔、李婉晴、周佳诚、朱明月

【辅导老师】殷楠



28.《新型环境友好的金属用紫外光固化水性涂料的制备和性能研究》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学生代表】纪明艳、王吉森、王茜芫、裴雪、陈露、吴鹏辉

【辅导老师】邱舒、邢玉娟、石秋忠、徐吉成

优秀方案实施二等奖（56 个）

（排名不分先后）

01.《我是节水小达人》

南京（大厂）民办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学生代表】李晨雨

【辅导老师】王德地

02.《电动车远光灯使用现状调查报告》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红山分校

【学生代表】穆彦希

【辅导老师】严漩、杨雅丽

03.《关于推广校园雨水收集系统的建议》

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马睿

【辅导老师】邹腊梅

04.《盲人“智听”垃圾桶》

南京市后标营小学

【学生代表】黄泽辰

【辅导老师】吴雷

05.《户外太阳能多功能无线充电凳》

南京市江北新区高新实验小学

【学生代表】钱煌呈

【辅导老师】徐静、刘雨菲

06.《家庭垃圾分类》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学生代表】朱近博

【辅导老师】叶佳

07.《白醋的妙用——“白醋除水垢”研究报告》

南京市六合区励志学校小学部

【学生代表】毛梓鈊

【辅导老师】陈雅倩

08.《节能减排在身边——南京市新能源汽车考察报告》

南京市莫愁湖小学

【学生代表】王垶然

【辅导老师】宋琳燕

09.《变废为宝 展现自我》

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善水湾分校

【学生代表】钱欣怡



【辅导老师】许云

10.《南京市奥体中心周边盲道小调研》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学生代表】包熹毓

【辅导老师】孙映红

11.《酒醋驱虫》

行远实验学校

【学生代表】赵紫薇、宋婧雅、赵翎伽、叶清隐、蒲玥同、聂修明、戴大屹、周逸尘

【辅导老师】张瑞芳

12.《废水巧利用——空调冷凝水的利用》

新沂市草桥镇周嘴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郭浩、陈俊彤

【辅导老师】王黎明

13.《让绿色走进教室》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二陈小学

【学生代表】周涵雅、刘欣然

【辅导老师】邓世伟

14.《“践行低碳行动，共建美丽春小”暨“我是维修小能手”劳动实践活动》

常州市春江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王晨轩、向皓炀、周雨辰、曹煜杨、姚佳祺、高寒

【辅导老师】曹灯娣、高柯、白雪

15.《小区废弃口罩管理现状调查及改进建议》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学生代表】谢采悠

【辅导老师】高娴

16.《垃圾分一分 环境美十分》

海安市白甸镇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周松铭

【辅导老师】周国霞

17.《节约用水 共享碧水蓝天》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学生代表】缪薛潔

【辅导老师】宫檬檬

18.《环保再利用——蒲小时装秀》

如皋市白蒲镇白蒲小学

【学生代表】蒋沐墨、冯锐文

【辅导老师】邬丹、李松林

19.《包装盒的循环再利用》

连云港市班庄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宋若彤、丁明蕊

【辅导老师】李爰葓

20.《净化空气 清新校园》

连云港市城南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吴越、陈子依



【辅导老师】樊继才

21.《拒绝白色污染 争做环保先锋少年》

连云港市赣榆华中路小学

【学生代表】余李、朱承姗

【辅导老师】徐晓梅

22.《垃圾分类践行者 废旧纸盒再利用》

连云港市赣榆华中路小学

【学生代表】王安妮、滕子涵

【辅导老师】李丹、徐冬明、单桂芳

23.《低碳生活 你我同行》

连云港市和安中学

【学生代表】姜若瑜、徐圣贤

【辅导老师】秦晴

24.《小噪声 大伤害——降低噪声 从我做起》

连云港市建宁小学

【学生代表】刘梓璇、宋锦硕、王晏然、唐嘉怡

【辅导老师】徐曦、刘晓霞

25.《校园低碳行动 助力绿色厉庄》

连云港市厉庄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刘可欣、伏思羽、谷函瑞

【辅导老师】张明秀

26.《保护母亲湖 我们在行动》

连云港市徐山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王语晨、郭瑞康

【辅导老师】刘婷婷、单佩佩、马玉娟

27.《小手拉大手 文明向前走》

连云港市柘汪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李恺睿、卢柯雅

【辅导老师】唐敏

28.《浅谈低碳生活在社区的运用》

淮安市实验小学

【学生代表】严婉箐、严恺文

【辅导老师】王姗姗

29.《推行垃圾分类 建设美丽乡村》

涟水县幸福里实验小学

【学生代表】叶梦琪、何家瑞

【辅导老师】孙红

30.《践行垃圾分类 共建美丽校园》

盱眙县桂五镇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胡倩、高婧雅

【辅导老师】晏小艳、韩冷

31.《幸福仓房 华丽蝶变》

仪征市古井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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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元怡

【辅导老师】陈小丽、王梦雨、李佳、郑欣

32.《“垃圾分类 变废为宝”金点子在行动》

句容市崇明小学

【学生代表】张珺航

【辅导老师】赵宏荷

33.《劳动小基地 播种大梦想》

镇江市扬中市油坊中心小学

【学生代表】朱芷萱

【辅导老师】王娟

34.《“变废为宝”艺术行动》

如皋泗阳北京路实验学校

【学生代表】张克翔、魏欣然、陈官泽、陈梓睎、李筱雨

【辅导老师】王瀚霆

35.《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泗洪县青阳小学

【学生代表】徐辰曦、傅思博

【辅导老师】王琪

36.《垃圾减量与分类处理》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

【学生代表】刘鑫

【辅导老师】黄蕾

37.《手绢随我行 美境与你我》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实验学校

【学生代表】张雅诺

【辅导老师】叶加童

38.《垃圾入桶 从我做起》

南京市第十四中学

【学生代表】丁欣妍

【辅导老师】英利

39.《我爱我家 节约用水》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学生代表】宋柯涵

【辅导老师】郑文欣

40.《小区植物的多样性研究报告》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学生代表】彭天畅

【辅导老师】顾冬梅

41.《无动力纸片飞行的行动研究》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

【学生代表】韦立志、毛君彦、范乘雷

【辅导老师】从颖

42.《用白醋防治蔬菜虫害》

宜兴市实验中学



【学生代表】杨雨燕

【辅导老师】路勤芬

43.《美化乡村环境 践行综合治理》

连云港市板桥中学

【学生代表】金周、庄欣怡

【辅导老师】乔先达

44.《探究校园里桂花树生长环境及病虫害防护措施》

连云港市灌云县陡沟中学

【学生代表】蒋天宇、汤子墨、杨苏泽

【辅导老师】李军平

45.《在智慧交通理念下实施红绿灯时长动态调整的建议》

镇江市第三中学

【学生代表】杨笑溢

【辅导老师】黄小茹

46.《乱扔是垃圾 分类是资源》

泗洪县明德学校

【学生代表】戴雅娟、张诗程

【辅导老师】朱青艳、祝少春

47.《节约资源 助力双碳》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学生代表】傅子怡、孙佳

【辅导老师】冯杭州

48.《环抱中华情 绿色河海行》

河海大学

【学生代表】周一豪、张文静、高凡、郑仁燕、周照渊、屠嘉和

【辅导老师】周青

49.《环教小课堂》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学生代表】吕磊、戴春蕾、马惠、朱鑫雨、王佳庆、刘文慧

【辅导老师】王新典

50.《环保换客》

南京财经大学

【学生代表】徐杰、张蒙蒙

【辅导老师】潘怡

51.《节能低碳创造家挑战赛》

南京中医药大学

【学生代表】吴虹霖、孙文文、文东来、王毓菁、范天琴、胡晨、甘永雯、金典、蒋玉环

【辅导老师】秦晓英

52.《助力“双碳”蓝图 共建绿意通城》

南通大学

【学生代表】刘堰然、王吉尔、骆晓雨、张栩瑞

【辅导老师】虞亚平

53.《以“物”换绿 拥抱绿色生活》

南通职业大学



【学生代表】江青香、刘佳琪

【辅导老师】刘强

54.《蔚蓝行动 助力海洋环境》

江苏海洋大学

【学生代表】徐蕊、边芹

【辅导老师】刘勇

55.《一“碳”究竟——“双碳”背景下大学生参与节能减排与生态振兴的探索与实践》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学生代表】裴雪、陈露、吴鹏辉、李娜、吴晨曦

【辅导老师】邱舒、居永慧、王莉、李婷

56.《“河”我们一起 “青”美丽河流》

淮阴师范学院城市与环境学院

【学生代表】张雪、王倩

【辅导老师】姬广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