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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2020 年全国青少年自然笔记征集活动

优秀作品及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序

号 作品名称 作者 推荐单位（优秀组织单位） 

1 蜗牛观察笔记 汤芮寒 长沙市岳麓区少年宫 

2 小辣椒成长记 孙赫阳 哈尔滨市儿童少年活动中心 

3 揭秘白桦树 黄文朔 哈尔滨市儿童少年活动中心 

4 猫咪不见了——我的动物观察日记 史了一 济南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5 自然笔记之爸爸的菜园 杨雯迪 郑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6 窗台的石竹花 李东豫 河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7 会走路的种子 吴承希 泉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8 观察银杏叶 安雯月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 

9 蜗牛先生 潘姿睿 南京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10 明城墙上的远古植物 何禹李 南京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11 鼻涕虫的日记 王颢宁 南京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12 薄荷观察自然笔记 沈瑞艺 金陵图书馆 

13 家园保卫战 张若湉 金陵图书馆 

14 公园随想 徐钺 南京生态学校 

15 水的形态 刘沐瑶 南京生态学校 

16 西瓜虫自然笔记 周睿恩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 

17 秦淮河边的月季花 冯芊宁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 

18 南京鼓楼院 1892 楼 苗语芯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 

19 莲花湖公园自然笔记 朱泓恺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 

20 捏死啦 热死啦 徐晨轩 深圳市小鸭嘎嘎公益文化促进中心 

21 花生 韩玮琦 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 

22 瓢虫 邢语芃 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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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南瓜 曹庆轩 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 

24 约安巨马陆 刘雨桐 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 

25 全副武装的王莲 靳潇鹭 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 

26 草莓花开 刘芮彤 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 

27 天坛里的大喜鹊 靳潇晓 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 

28 小院里的绣球花 赵轩霆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 

29 番茄日记 刘子杨 南京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30 春.老山 苗语轩 南京生态文明教育馆 

31 我的自然笔记 黄品煜 南京生态文明教育馆 

32 桂子山石桂林 陶瑀希 金陵图书馆 

33 凋落的晚樱 胡圣涵 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教研培训中心 

34 珠颈斑鸠的繁殖周期 陈玙璐 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教研培训中心 

35 葡萄花去哪儿了 严婧仪 南京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36 含羞草和它的小伙伴们 尹心词 南京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37 石头下的神秘世界 许博涵 南京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38 石头的秘密 江盈椠 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教研培训中心 

39 浅探青苔 杨雨彤 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教研培训中心 

40 栀子花的绽放 贺天宇 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教研培训中心 

41 春天里的野菜 崔雯雯 北海公园管理处 

42 桃花源记 刘宇昕 湖北省京山小学 

43 

草坪上的“小冰块儿”一一长疣马蛛观察日

记 柳鉴轩 重庆科普基地联合会 

44 草的大世界 卢骏逸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宣传教育中心 

45 月季上的象鼻虫 游简颜 

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 

46 黑胸胡蜂与死去的蟪蛄 曾熠璇 重庆电视台少儿频道 

47 三角梅成长日记 袁艺 重庆电视台少儿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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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蚊母树与虫瘿 宛洛瑶 少年先锋报社 

49 樱桃与车厘子 袁乘宇 无锡市亭子桥中心小学 

50 暗香之美—地雷花(夜来香) 张竞伟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 

51 独角仙 唐紫丁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 

52 瓢虫长大的全过程 张乐 河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53 蒲公英生长日记 李子祎 郑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54 谁偷走了我的白菜 吴文钰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55 植物会睡觉吗? 王子齐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56 桃花 田果然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57 楼下的葡萄树 姚宏烨 太原市青年宫 

58 墙角霸王 陈冰雪 少年先锋报社 

59 云之季 黄玄瀚 少年先锋报社 

60 花是越大越香吗? 石跃 武汉市乐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61 凋落的晚樱 胡圣涵 武汉市乐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62 晚樱树 张心怡 武汉市乐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63 神奇的蒲公英 姚依含 武汉市乐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64 漂亮的樱花 何嘉琪 武汉市乐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65 奇特的杜鹃花 刘雨乐 武汉市乐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66 温顺的“四不像” 胡馨雨 武汉市乐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67 狗尾巴草 徐佳慧 武汉市乐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68 鳞爪方物 张鑫垚 重庆自然博物馆 

69 向阳而生 张藜耀 重庆自然博物馆 

70 重庆卫士黄葛树 贾钰雯 重庆电视台少儿频道 

71 枯木也有春天 邓晰月 

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 

72 大鱼出道记 宋子昂 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73 螳螂成长记 王一帆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宣传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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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蚂蚁 刘嘉仪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宣传教育中心 

75 蚕语沙沙响瓦房 段涵予 重庆科普基地联合会 

76 傲娇萤火虫爱上汉丰湖 熊微 

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 

77 “醉美”红土地 廖峻麟 

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 

78 党参 陈冠宇 

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 

79 沙滩奇遇 彭子墨 重庆科普基地联合会 

80 为什么麻雀只能跳着走路 张靖宜 重庆科普基地联合会 

81 爱恨水葫芦 杨小蝶 重庆科普基地联合会 

82 杠板归简录 代露 重庆科普基地联合会 

83 我和我的小信 吴闽瑜 重庆科普基地联合会 

84 绿化能手爬山虎 王瑞辉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85 出尘之美-黄菖蒲 程思翔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86 倒插的常春藤能生根吗? 余越 重庆自然博物馆 

87 宝巾依旧笑春风 王晔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88 乡恋杜鹃 张睿清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89 竹林里的捉迷藏 陈红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90 凤之冠凰之羽——凤凰花 郭光兴 钦州市第一中学 

91 猪肚草——车前草 黄程辉 钦州市第一中学 

92 翡翠葛的观察日记 李维 钦州市第一中学 

93 灰林鸮———田间小卫士 黄慧妍 钦州市第一中学 

94 "奇葩”的山药——山药观察日记 黄子窈 钦州市第一中学 

95 “最大个”帝企鹅 顾佳霓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 

96 爱的代表 徐宁静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 

97 荷花的一生 杨钰彤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