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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8 年度“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生态环保活动 

获奖名单 

 

一、“优秀组织单位”获奖名单（36 个） 

南京市少工委 

无锡市少工委 

徐州市少工委 

常州市少工委 

连云港市少工委 

扬州市少工委 

 

太仓市少工委 

海安市少工委 

沛县少工委 

泗洪县少工委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南京市中山小学 

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 

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无锡市荡口实验小学 

徐州市星光小学 

沛县河口镇中心小学 



 2 

昆山市巴城中心小学 

海安市明道小学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 

海安市城东镇西场小学 

海安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海湾州小学 

连云港市黄海路小学 

连云港市赣榆区申城小学 

淮安市洪泽实验小学 

盐城市大丰区康平小学 

扬州市陈集镇中心小学 

仪征市月塘中心小学 

仪征市枣林湾学校 

镇江市润州区实验小学 

泗洪县青阳小学 

泗洪经济开发区小学 

 

二、“优秀红领巾环保小社团”获奖名单（65 个） 

1.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小红星”环保雏鹰小队   
辅导员：胡美华  张新颖      

2.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向阳花雏鹰假日小队   
辅导员：李璐  程雯    

3.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地球小战士”社团   
辅导员：李英莉  李凤   

4.无锡崇宁路实验小学“智慧星”少科院环保社   
辅导员：周晓  黄秋燕    

5.无锡市荡口实验小学“养正回收”公司   
辅导员：陈洁  陈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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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红领巾手拉手地球村   
辅导员：龚小敏  

7.江阴市第三实验小学“绿色环保探究”社团   
辅导员：王晓峰  孙文忠    

8.徐州市长安路学校木林森环保社团   
辅导员：姚杨森  陈晓晓  

9.徐州市星光小学树叶画社团    
辅导员：周芯宇  杨月强   

10.徐州市大屯矿区第二中学“煤海小蚂蚁”环保社团   
辅导员：蒋同营  沈宗良  

11.徐州市西朱小学环保小卫士社团   
辅导员：杨凯  王香云    

12.徐州市铜山区张集实验小学“绿色小卫士” 社团   
辅导员：王春侠   

13.徐州市绿地小学“放飞心灵”创意工坊   
辅导员：郭媛  赵中南 

14.沛县张庄镇夹河小学“春晖”红领巾环保社团   
辅导员：张立  张晓意    

15.沛县五段镇中心小学红领巾绿色护卫队   
辅导员：李艳平  唐桂来   

16.沛县魏庙镇中心小学绿色环保小卫士    
辅导员：王茂溪  黄厚飞 

17.睢宁县魏集镇中心小学“新绿”环保小社团    
辅导员：李明书  景海猛    

18.常州市孟河中心小学孟河医派中医娃社团   
辅导员：肖杨  汤浩明        

19.常州市国英小学餐厅导行部（小小巡查员）   
辅导员：支慧  丁晓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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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常州市湖塘桥实验小学绿色环保科技队    
辅导员：孙娟  李涛   

21.常州市郑陆实验学校“森淼”环保联盟    
辅导员：陈丹  繆青青   

22.常州市新闸中心小学新绿环保社   
辅导员：乔娟    

23.常州市横山桥中心小学环保包书皮社   
辅导员：李菁  奚丽娟      

24.常州市百丈中心小学环保小卫士社团    
辅导员：童晓霞  马丽   

25.常州市刘海粟小学“星空”小队   
辅导员：张华琴  杜白 

26.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洋学校易拉罐创意装饰画社团    
辅导员：李莎莎  周福娟   

27.太仓市九曲小学“绿润”红领巾环保小社团   
辅导员：田鸣鸣  龚晓峰    

28.太仓新区第四小学绿色希望社团    
辅导员：王薇婷  张莉   

29.太仓市新区第四小学蓝天环保社团    
辅导员：沈秀玉  张莉   

30.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绿色小卫士”环保社团    
辅导员：方继章  胡云华 

31.昆山市巴城中心小学“美境小卫士”社团   
辅导员：朱成  傅坚毅  姚其   

32.海安市城东镇延寿小学绿色天使社团    
辅导员：丁春红  濮洁羽   

33.海安市韩洋小学扬帆小记者环保社团    
辅导员： 汪圣梅  许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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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海安市南莫镇邓庄小学绿色家园小卫士社团    
辅导员：徐平  严军锁 

35.海安开发区实验学校红领巾环保小社团    
辅导员：孔杰  卢玲   

36.海安市城东镇壮志小学“小蜜蜂”社团    
辅导员：张祥珍  姚进 

37.海安市白甸镇中心小学“绿色嘉年华”环保小社团   
辅导员：曹珊  张和军    

38.海安市曲塘镇中心小学绿叶环保社    
辅导员：景光芹  徐小梅 

39.海安市曲塘镇双楼小学绿色小卫士环保社   
辅导员：顾霞  于文海      

40.连云港市院前小学“小绿苗”活动社    
辅导员：柳业  房芸芸   

41.连云港市黄海路小学“儒芽”社团     
辅导员：盛立新 

42.连云港市向阳小学“青青花园”社团    
辅导员：李培  郭传 

43.连云港市诸吾小学“云雾山村小精灵”社团    
辅导员：武宜荣  孟令军 

44.东海县牛山小学绿芽芽环保社团    
辅导员：唐东红  赵庆军 

45.洪泽县实验小学“绿茵”环保社团    
辅导员：倪玲  吴玉凤 

46.淮安市复兴镇大李小学“小手拉大手”社团    
辅导员：叶松  姚健 

47.盐城市亭湖区实验小学“鹿鸣社”    
辅导员：陆路  江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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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涟水县南集中心小学绿色小卫士社团    
辅导员：周祝君  严从新 

49.东台市实验中学江海节水社团    
辅导员：徐玮  廖汉华 

50.建湖县沿河镇中心小学“环保先锋”社团    
辅导员：吴映月  王根山   

51.阜宁县实验小学府前街校区“敢先”一点绿环保小分队    
辅导员：蒋慧  周昌顶 

52.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绿色保卫战士”社团    
辅导员：徐天琪  刘慧娜   

53.射阳外国语学校“绿之梦”红领巾生态环保小卫士    
辅导员：朱必良  何长富 

54.扬州市枣林湾学校“春泥”社团    
辅导员：赵清清 

55.扬州市陈集镇中心小学“西山小主人”环保社团    
辅导员：卢士龙  张兴娟 

56.扬州市陈集镇中心小学五（1）中队红领巾环保社团    
辅导员：殷文君  卢士龙 

57.仪征市月塘中心小学“绿幼苗＆满天星”社团    
辅导员：吴小丽  徐艳 

58.仪征市月塘中心小学“洁净使者”社团   
辅导员：余德芳  刘宁 

59.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小学南徐幸福娃环保志愿服务社团     
辅导员：高燕、陈文艳 

60.镇江市桃园中心小学“绿天使”红领巾环保社团      
辅导员：王莹、顾俊 

61.泰州市康和实验小学“小小志愿者”公益社团    
辅导员：王锦  陈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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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宿迁市钟吾初级中学“暖心”志愿服务环保社团    
辅导员：刘佳丽  张小伟 

63.泗洪县青阳小学红领巾“芳草馨”环保小社团    
辅导员：刘亮为  曹海波  王琪 

64.泗洪经济开发区小学“逐梦”环保小分队    
辅导员：孙修东  丁德山 

65.泗洪县金锁镇中心小学“爱之链”环保社团    
辅导员：钱梅娟  许传夕 

 

三、“优秀环保小课题” 获奖名单 

特等奖（2 个） 

1.《寻访秦淮河治理及水质调查》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三年级 扬帆中队  辅导员：戴园园 
2.《手工小花篮的制作》 
启东市汇龙小学五（2）中队  董琰博  辅导员：胡建 
一等奖（10 个） 
1.《废电池变废为宝的研究与实验》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六（4）中队  夏裕萱  辅导员：陈涓 
2.《空气质量与呼吸道疾病相关性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五（2）中队  薛钧之  辅导员：
陈宇婷 
3.《关于汽车行驶经济时速的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五（1）中队   王宇恒  
辅导员：卢庆 
4.《如何正确选择和使用台灯》 
常州市新北区国英小学六（7）中队  丁楷轩  辅导员：恽黎敏、
丁晓俊 
5.《我和小麦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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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中心小学四（4）中队  顾惜墨  辅导员：吕  
坚 陈小燕 
6.《节能减排 低碳生活----家庭主要碳排放调查活动报告》 
昆山市玉山镇朝阳小学  徐茗轩  辅导员：王建萍、韩燕萍 
7.《替“袋”生活 你我同行》 
海安市明道小学六（5）中队  王朗迪  辅导员：薛祖红 
8.《废弃农药袋（瓶）残留物对鱼虾等水生动物的危害》 
涟水县南集中心小学 六（1）中队  谢海棠  指导老师：周祝
君 
9.《“节约用水，从我做起”——校园节水行动初探》 
扬州市育才小学六（5）中队  张珈鸣  辅导员：张光寒 
10.《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叶堆肥》 
仪征市枣林湾学校  王金瑞  辅导员：赵清清 
二等奖（30 个） 

1.《汽车尾气排放研究与改进方案》 
南京市中山小学五（4）中队   萧寻兮  辅导员：陆婷婷 
2.《关于垃圾分类的一些小建议》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于越  辅导员：卢庆 
3.《生活中的环保---废弃食用油制作环保皂》 
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文昌初中初一（9）中队  张宸睿  辅导员：
刘毅然 
4.《关于南京试点地区海绵城市建设现状的课题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五（1）中队  罗锐睿  
辅导员：卢庆 
5.《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状况调查报告》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五（1）中队  马一鸣  
辅导员：卢庆 
6.《水位报警器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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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星光小学  袁浩洋  辅导员：王萍 
7.《莫让烟花与污染齐飞》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实验小学  郭怡辰  辅导员：王春侠 
8.《万能吸“尘”器》 
徐州市西朱小学（四（4）中队  刘子墨  辅导员：周晓萌 
9.《小发明——泥水过滤器》 
徐州市星光小学  韩世俊  辅导员：王萍 
10.《新龙生态林（东区一期）使用现状研究》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中心小学四（4）中队  吕柚  辅导员：吕  坚 
陈小燕 
11.《我们的文具安全吗？——关于花哨文具对小学生影响的调
查研究》 
常州市朝阳新村第二小学  薛沛成  辅导员：王艳 
12.《关于食用菌的研究》 
常州市武进区实验学校六（4）中队  邓尤亮  辅导员：孙辉 
13.《水的电导率》 
太仓市弇山小学  顾费凡  辅导员：费晓艳 
14.《豆腐渣的巧利用》 
昆山市巴城中心小学六（1）中队  彭怡然  辅导员：傅坚毅  姚
其 
15.《塑料袋的使用状况调查与研究》 
海安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四（1）中队  丁韩宇  辅导员：王忠
娟 
16.《利用秸秆和家畜粪便制取沼气》 
海安市曲塘镇章郭小学六（1）中队  王紫媛  辅导员：王金才 
17.《塑料书皮的危害及其问题的分析解决办法》 
海安市雅周镇中心小学六（1）中队  龚博文  辅导员：卢勤 
18.《修正带的危害及其问题的分析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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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李堡小学六（1）中队  郭立  辅导员：康敦锋 
19.《小区环保调查研究报告》 
海安市明道小学教育集团（六（2）中队  王浩田  辅导员：吉
颖娴 
20.《关于减少使用塑料袋的设想》 
海安市明道小学教育集团（六（2）中队  陈逸雯   
辅导员：吉颖娴 
21.《低碳走进千万家，节能环保我参加》 
海安市明道小学六（6）中队  张予娴  辅导员：夏志荣 
22.《海安城区居民小区旧物回收课题研究报告》 
海安市明道小学六（7）中队 葛裕文   辅导员：李梅芳 
23.《关于洪泽区塑料袋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 
淮安市洪泽实验小学  刘子墨  辅导员：倪玲 
24.《曝气推水式鱼塘食点增氧机》 
东海县牛山小学  刘雅心  辅导员：唐东红 
25.《老村庄旧貌的保护与开发》 
建湖县沿河镇中心小学六（2）中队  姚思源  辅导员：吴映月 
26.《“太阳鸟”在行动——校园养绿护绿志愿服务主题活动》 
句容市崇明小学  张芷源  辅导员：赵宏荷 
27.《保护母亲河，行动有你我》 
靖江市季市镇初级中学  黄思缘  辅导员：栾景 
28.《水源• 家园，你我在行动》 
靖江市季市镇中心小学  姚天乐  辅导员：田林峰、顾小君 
29.《“生活垃圾分类”小课题》 
泗洪县第一实验学校六（3）中队  王曦辰  辅导员：张小磊 
30.《抵制 PM2.5 人人有责》 
泗洪县青阳小学（青阳小学中队） 傅俞雲  辅导员：王琪 
三等奖（4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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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保护内秦淮河的建议》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彩虹小队  
2.《废物变宝——铅笔削的华丽变身》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  黎玥涵 

3.《小制作方便生活》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  柯梓欣   
4.《关于处理城市垃圾  亮化环境的课题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戴煜轩 
5.《低碳出行——我们的骑行》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刘益菘 
6.《乒乓球捡拾器》  徐州市青年路小学  杜牧远 
7.《220v 发电机的制作》  徐州市星光小学  袁浩洋 
8.《塑料瓶变废为宝》  沛县张庄镇中心小学   赵国豪 
9.《我家的小绿化--关于居家花卉的研究》   

常州市武进区芙蓉小学  莫金霞 
10.《衣旧暖心》  常州市郑陆实验学校  吴瑾瑶 
11.《审美感知视域下环保音乐体验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常州市新闸中心小学  吕雪仙 
12.《珍爱生命之水》   

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山湖花园小学  张逸凡 
13.《追求绿色时尚，拥抱绿色生活》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三（13）中队  苏悦心 
14.《小学生环保意识调查报告》   

海安市城东镇西场小学二（1）中队  杭春晓 
15.《关于农村如何处理生活垃圾的研究》   

海安市城东镇西场小学   杭蕊 
16.《绿色蔬菜杜绝农药》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六（7）中队   卢进泽 
17.《变废为宝——赏心悦目的“小花盆”》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   刘  熠   



 12 

18.《旧物利用我先行》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  高成果 
19.《杜绝随地吐痰，保护美好环境》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  严顾尧 
20.《拒绝“修正”--修正液的危害及解决方法》   

海安市雅周中心小学  闾  越 
21.《小小鸡蛋壳，成就一片好风景》   

海安市白甸镇中心小学  王梦洁 
22.《让家乡的水更清更美》   海安市白甸镇中心小学 王致远 
23.《如何保护花草树木的调查与研究》   

海安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  丁仲阳 
24.《丢弃服装的去向调查与研究》   

海安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  殷  雯 
25.《浅谈垃圾分类的设想》  海安市明道小学  蒋旎可 
26.《生态农村，我来护航》  海安市曲塘镇双楼小学 徐睿含 
27.《低碳，从我做起！》 海安市城东镇延寿小学 仲瑞瑾 
28.《关于垃圾分类的调查研究》 海安市明道小学  邓果涵 
29.《节约能源，环境保护，从我做起》   

海安市李堡镇中心小学  徐镜羽 
30.《海滩垃圾污染现状及如何保护沙滩环境》   

启东市汇龙小学  沈姣妤 
31.《对农村移动垃圾箱说“hi”》   

连云港市东辛中心小学  钱书睿 
32.《拒绝一次性用品，收获永久性资源》   

连云港市墟沟小学二（5）中队  项灝宸 
33.《塑料瓶变废为宝》  连云港市海州湾小学  陈正宇 
34.《美丽的零钱包》  连云港市海州湾小学  王博弘 
35.《小小包书皮 环保大问题》  淮安市洪泽实验小学 季悠然 
36.《从向泡泡糖、口香糖说“不”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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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洪泽实验小学  唐天佑 
37.《小学生校园环境保护习惯养成的研究》   

淮安市洪泽实验小学  费允晨 
38.《环保小卫士 神奇的包装盒》   

淮安市洪泽实验小学  李金爱 
39.《“小手拉大手”改善家乡生态环境的方法》   

淮安市复兴镇大李小学  任  静 
40.《关于一次性餐具的危害及解决办法分析》   

盐城市亭湖区实验小学  朱梓桐 
41.《塑料瓶变废为宝》  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  刘名泽 
42.《废弃木料的华丽蜕变》  盐城市第三小学  王天宇 
43.《水与生命》  盐城市大丰区康平路小学  薛颖睿 
44.《植物的力量》  镇江市桃园中心小学五（3）中队 陈欣伊 
45.《懂水爱水 节水护水》   

靖江市新桥城实验学校  吴思娴  黄彦淳  高 舒 
46.《班级同学环境保护意识的小调查》   

泗洪县青阳小学  李尚民 

 

四、“我是美丽江苏小主人”生态环保活动“优秀摄影作品” 获奖名

单 

 

特等奖(2 个） 
作品名称：美丽的胡家花园 
摄影：周羽涵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三(2)中队  辅导员：戴圆圆 
作品名称：我们的种植园 
摄影：孙晨曦  宿迁中学南蔡分校五（1）中队  辅导员：胡雅
男 
一等奖（10 个） 
1.作品名称：青山、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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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丁欣妍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实验小学五(5)中队  辅导员：
宋慧章 
2.作品名称：美丽的玄武湖 
摄影：虞博航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五（3）
中队 辅导员：沈涛 
3.作品名称：青山绿水 
摄影：邵熠鹏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四（2）
中队 辅导员：邵熠鹏 
4.作品名称：美丽紫霞湖 
摄影：王妍欢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二（4）
中队 辅导员：杨馥娴 
5.作品名称：丰收   
摄影：石亦玄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二（11）中队  辅导员：
束敏 
6.作品名称：云湖风景区 
摄影：周宇轩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三（8）中队  辅导员：邹
老师 
7.作品名称：跳跃的美景 
摄影：丁义亮  海安市白甸镇瓦甸小学六（1）中队  辅导员：
屠永静 
8.作品名称：家乡花海 
摄影：邢雨诺  盐城市大丰区城东实验小学五（5）中队  辅导
员：唐月琴 
9.作品名称：家园维护者 
摄影：蔡浦帆  盐城市亭湖区实验小学二（2）中队  辅导员：
蔡妈妈 
10.作品名称：渔歌欢唱 
摄影：张睿健  扬州市广陵区滨江小学五（2）中队  辅导员：
栾文静 
二等奖（30 个） 
1.作品名称：莲叶何田田 
摄影：蔡珩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三（3）中队 
2.作品名称：夕阳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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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王楚涵  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二（2）中队  辅导员：
骆烨 
3.作品名称：和平使者-白鸽 
摄影：丁荟仪  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六（3）中队  辅导员：
戴琰 
4.作品名称：美好乡村 
摄影：李嘉琪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二（3）
中队  辅导员：徐青 
5.作品名称：秋到玄武湖 
摄影：陈多加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四（2）
中队 
6.作品名称：夕阳下的倒影 
摄影：杨鑫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二（6）中
队 辅导员：芮云 
7.作品名称：美丽花世界 
摄影：华晨越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一（6）
中队 
8.作品名称：象山湖美景 
摄影：胡佳琦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四（1）
中队  辅导员：张笑 
9.作品名称：牛首山脚下 
摄影：周臻扬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二（4）
中队 
10.作品名称：明镜般的银杏湖 
摄影：施天翼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四（3）
中队 辅导员：朱若颖 
11.作品名称：多彩江苏 
摄影：陈欢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一（8）
中队 
12.作品名称：蓝天下的花海 
摄影：王雨菲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一（8）
中队 
13.作品名称：最美足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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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陈欣然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实验小学五（4）中队  辅导
员：赵小凤 
14.作品名称：一江春水 
摄影：韩苏  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八年级）  辅导员：张国伟 
15.作品名称：一枝独秀 
摄影：梅雨萌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中心小学六（4）中队  辅
导员：周晓芬 
16.作品名称：菊花展  
摄影：许雨佳  海安高新区孙庄小学六（1）中队  辅导员：奚
颖 
17.作品名称：秋意渐浓 
摄影：孙一涵  海安市明道小学五（4）中队   
18.作品名称：生态美 
摄影：李欣瞳  连云港市赣榆区申城小学一（1）中队  辅导员：
卢诺 
19.作品名称：春天 
摄影：陈道宾  连云港市城南中心小学五（2）中队  辅导员：
李慧颖 
20.作品名称：鹭两行 
摄影：张浩轩  连云港市赣榆区申城小学二（1）中队   
21.作品名称：赣榆雨后初冬  
摄影：成梓逸  连云港市黄海路小学四（9）中队  辅导员：刘
莹莹 
22.作品名称：忙碌的扬州瘦西湖 
摄影：董惠文  连云港市黄海路小学三（8）中队  辅导员：成
红 
23.作品名称：初冬的和安湖 
摄影：尚筱雨  连云港市黄海路小学一（12）中队  辅导员：刘
杰 
24.作品名称：保护树木  
摄影：王智宸  连云港市黄海路小学四（2）中队   
25.作品名称：绿色家园 
摄影：钱婧  盐城市大丰区康平路小学六（1）中队  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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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晨 
26.作品名称：绿意 
摄影：郭可欣  盐城市大丰区康平路小学六（1）中队 辅导员：
陈晨 
27.作品名称：红色记忆 
摄影：花心怡  盐城市大丰区康平路小学五（2）中队 辅导员：
陈晨 
28.作品名称：绿韵 
摄影：顾以航  盐城市亭湖区实验小学一（4）中队  辅导员：
赵小凤 
29.作品名称：绿色省运，绿满扬城 
摄影：郑清源   扬州市梅岭小学二（4）中队 辅导员：蒋洁 
30.作品名称：年年有余 
摄影：朱俣萱  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小学六（4）中队  辅导员：
朱燕 
三等奖（80 个） 
1.作品名称：玄武湖秋景 
摄影：王语晨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三（5）中队 
2.作品名称：树叶红了 
摄影：刘艺萱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三（3）中队 
3.作品名称：秋天 
摄影：张智翔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三（2）中队 
4.作品名称：霞客故居掠影 
摄影：吕宛苡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三（2）中队 
5.作品名称：秋英之完美绽放 
摄影：袁思琪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三（2）中队 
6.作品名称：满池荷香 
摄影：卞子航  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五（5）中队 
7.作品名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摄影：陈泽瑞  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五（5）中队 
8.作品名称：碧水连天，满池荷香 
摄影：戴天露  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五（5）中队 
9.作品名称：美丽在，每一天都很美好 



 18 

摄影：刘子墨  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三（3）中队 
10.作品名称：薰衣草庄园 
摄影：王梓莹  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四（4）中队 
11.作品名称：雪景 
摄影：王梓莹  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四（4）中队 
12.作品名称：薰衣草的香 
摄影：刘曼文  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六（4）中队 
13.作品名称：临水照樱 
摄影：艾明珠  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六（3）中队 
14.作品名称：林散之纪念馆 
摄影：张瀚升  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二（2）中队 
15.作品名称：银杏湖一景 
摄影：杨喻涵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三（3）
中队 
16.作品名称：动物与自然 
摄影：王禹哲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一（8）
中队 
17.作品名称：儿童遥指杏花村 
摄影：余思雨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二（4）
中队 
18.作品名称：美丽家园 
摄影：王文倩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五（3）
中队 
19.作品名称：乡伴苏家文创小镇 
摄影：朱矷晗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四（3）
中队 
20.作品名称：新农村新面貌 
摄影：倪浩博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五年级） 
21.作品名称：美丽的高邮湖畔 
摄影：陆俊彦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一（5）
中队 
22.作品名称：美丽山水我的家 
摄影：黄思源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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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 
23.作品名称：玄武湖莲花仙子 
摄影：王予曦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二（4）
中队 
24.作品名称：千荷园 
摄影：黄梓灵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一（2）
中队 
25.作品名称：美南京 
摄影：徐浩翔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四（2）
中队 
26.作品名称：动物与自然 
摄影：张恩予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二（4）
中队 
27.作品名称：银杏湖风光 
摄影：管治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二（4）
中队 
28.作品名称：美丽的渔湾水乡 
摄影：周颜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五（2）中
队 
29.作品名称：怒放 
摄影：奚紫涵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三（1）
中队 
30.作品名称：绿城 
摄影：戎铭涵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二（5）
中队 
31.作品名称：荷花池 
摄影：秦榛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二（4）中
队 
32.作品名称：珍惜绿水青山，保护三色地球 
摄影：甘臻瑞  南京市莫愁湖小学四（1）中队 
33.作品名称：一花一叶一世界 
摄影：曹思源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四（4）中队 
34.作品名称：无锡充满温情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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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黄责铖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五（1）中队 
35.作品名称：byebye 小烟头 
摄影：黄圣栋  无锡崇宁路实验小学五（4）中队 
36.作品名称：夕阳下的美丽花朵 
摄影：王嘉晨  徐州市星光小学二（5）中队 
37.作品名称：公园一角 
摄影：李怡诺  沛县河口镇中心小学二（3）中队 
38.作品名称：公园一角 
摄影：蔡婉清  沛县河口镇中心小学四（4）中队 
39.作品名称：接天莲叶映黛瓦 
摄影：费锦萱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中心小学四（1）中队 
40.作品名称：“我”为石墩穿花衣 
摄影：顾恺欣  常州市武进区礼河实验学校三（1）中队 
41.作品名称：美丽的江南小镇 
摄影：张博熙  太仓市浮桥镇九区小学老闸校区四（4）中队 
42.作品名称：看！他们在做研究呢！ 
摄影：许晋歌  昆山玉山镇朝阳小学（四年级） 
43.作品名称：惊鸿一瞥 
摄影：周晨阳  南通市高新区田庄小学五（2）中队 
44.作品名称：笑颜 
摄影：杨惺  海安市明道小学五（4）中队 
45.作品名称：暖暖的秋 
摄影：陈馨妍  南通市高新区孙庄小学五（1）中队 
46.作品名称：绿色海安 
摄影：章芷涵  海安市开发区实验学校三（2）中队 
47.作品名称：莲叶何田田 
摄影：席越  海安市明道小学五（2）中队 
48.作品名称：玩花绳 
摄影：王蕾  海安市曲塘镇中心小学四（2）中队 
49.作品名称：天蓝水清 
摄影：申瑞  海安市曲塘镇章郭小学四年级 
50.作品名称：美丽的植物园 
摄影：景子扬  海安市实验小学四（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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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作品名称：怒放的菊 
摄影：章涵  海安市曲塘镇章郭小学四年级 
52.作品名称：郁金香 
摄影：季凡佳禾  启东市汇龙小学五（6）中队 
53.作品名称：美丽江苏 
摄影：李念慈  连云港市申城小学一（1）中队 
54.作品名称：赣榆的美 
摄影：庄束瑾煜  连云港市申城小学一（1）中队 
55.作品名称：苍梧绿园 
摄影：潘建宇  连云港市海宁小学五（5）中队 
56.作品名称：最美家乡水 
摄影：胡雨晴  连云港市四沟中心小学（六年级） 
57.作品名称：美丽家乡 
摄影：万昱成  连云港市赣榆区黄海路小学三（8）中队 
58.作品名称：大自然的美 
摄影：陈文昊  连云港市赣榆区黄海路小学三（8）中队  
59.作品名称：美丽的花海 
摄影：庄景然  连云港市赣榆区黄海路小学三（7）中队 
60.作品名称：绿茵 
摄影：杨嘉睿  连云港市赣榆区黄海路小学三（8）中队 
61.作品名称：秋高气爽 
摄影：邵钰  连云港市赣榆区黄海路小学三（8）中队 
62.作品名称：勒杜鹃 
摄影：仲星朋  连云港市赣榆区黄海路小学三（7）中队 
63.作品名称：秋叶 
摄影：沈艺霖  连云港市赣榆区黄海路小学三（11）中队 
64.作品名称：深秋 
摄影：孙君浩  连云港市赣榆区黄海路小学（三年级） 
65.作品名称：三河滩春曲 
摄影：严子恒  淮安市洪泽实验小学四（1）中队 
66.作品名称：金光大道 
摄影：曹哲豪  淮安市洪泽实验小学湖滨校区四（1）中队 
67.作品名称：美丽的盐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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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茆洺瑞  盐城市亭湖区实验小学三（3）中队 
68.作品名称：彩色童话 
摄影：王子文  盐城市大丰区城东实验小学三（2）中队 
69.作品名称：金香满园 
摄影：韩峻熙  盐城市大丰区城东实验小学二（2）中队 
70.作品名称：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摄影：孙彦泽  响水县实验小学四（8）中队 
71.作品名称：天蓝任鸟飞 
摄影：成曼嘉  响水县实验小学四（3）中队 
72.作品名称：芦苇美无暇 
摄影：冯思媛  建湖县第二实验小学裕丰校区五（5）中队 
73.作品名称：美丽的九龙口 
摄影：张思琪  建湖县第二实验小学向阳校区四（7）中队 
74.作品名称：秋意浓 
摄影：姚佳蕤  东台市实验小学六（14）中队 
75.作品名称：迁徙 
摄影：张镱觉  东台市实验小学二（10）中队 
76.作品名称：绿色省运，绿满扬城 
摄影：郑清源  扬州市梅岭小学二（4）中队 
77.作品名称：爱护环境  从我做起 
摄影：徐正昊  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小学六（4）中队 
78.作品名称：希望 
摄影：朱俣萱  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小学六（4）中队 
79.作品名称：我和小树共成长 
摄影：田翊均  扬中市实验小学五（3）中队 
80.作品名称：荷塘 
摄影：马旭林  泗洪县天岗湖中心小学五（2）中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