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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环 境 保 护 厅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文件 

苏环办〔2016〕302号 
 

关于公布第二届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 

环境教育优秀教案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市、县（市）环保局、教育局： 

根据《关于开展第二届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环境教育优秀

教案评选活动的通知》（苏环办〔2016〕75号），经各地评选推

荐，共收到参评教案3820份。按评选要求，评选活动组委会组织

有关专家对参评教案进行了认真审核、评选，并经公示，共评出

一等奖6名、二等奖30名、三等奖60名、优秀奖112名、优秀组织

单位42个。 

本次评选活动，充分展示了我省中小学、幼儿园环境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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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成果，对提高广大教师的环境教育水平，培养学生的环境保

护意识，深化绿色学校创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积极意义。

希望各地区各学校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深入开展环境教育的探

索和研究，切实推进各类学校环境教育教学成果的传播交流，为

全省环境教育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附件：第二届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环境教育优秀教案获奖 

名单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江苏省教育厅 

2016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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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届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环境教育优秀教案获奖名单 

一、幼儿园组获奖名单 
序号 教案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获奖类别 

1 呵护地球妈妈 李 靖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附属幼儿园 一等奖 

2 大班环境专题活动：变废为宝 徐燕慧 常州勤业新村幼儿园 一等奖 

3 一次性筷子的秘密（大班科学活动） 李 莹 镇江市桃花坞幼儿园 二等奖 

4 报纸的烦恼 陶 颖 镇江市润州区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5 我型我秀  绿色家园——桃花坞幼儿园亲子环保时装秀 杨 玥 镇江市桃花坞幼儿园 二等奖 

6 动物的栖息地 汤申莲 西交利物浦大学附属学校 二等奖 

7 变废为宝 朱 芹 兴化市四牌楼幼儿园 二等奖 

8 中班美工活动《为小鸟做窝》 李 颖 句容市下蜀镇亭子幼儿园 二等奖 

9 亲亲运河，我爱我家 胡 颖 苏州市姑苏区彩虹幼儿园 二等奖 

10 大班艺术活动：环保变变变（折叠画） 刘艳萍 苏州市姑苏区三香中心幼儿园 二等奖 

11 大班科学活动《低碳生活欢乐多》 钱亚纶 昆山市陆家中心幼儿园 二等奖 

12 大班科学活动：有生命的大树 范 琴 苏州市吴江区舜湖幼儿园 二等奖 

13 小班主题活动《糖果》 陈锡雪 无锡市东方娃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 

14 小班美术活动：五彩鱼 高燕萍 苏州市姑苏区彩香村幼儿园 三等奖 

15 幼儿园大班环保综合实践教案：关爱地球  从我做起 袁 玎 扬州市吉的堡幼儿园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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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案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获奖类别 

16 大班主题活动：让世界多一片绿 童 心 镇江市润州区机关幼儿园 三等奖 

17 大班环保教案《美丽的报纸饰品》 王 丽 海安县曲塘镇中心幼儿园 三等奖 

18 “绿色低碳，秀我风采”环保时装秀活动 
茆福娣 

顾慧慧 
阜宁县胜利路幼儿园 三等奖 

19 大班环保教育活动——通扬河水清又清 顾晓妩 海安县第一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 

20 大班《美美的扬州宋夹城》亲子出游活动方案 王  鸿 江都区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 

21 中班社会活动：垃圾不乱扔 谢小丽 海安县明道幼儿园 三等奖 

22 草儿对我笑 苏 云 扬州市瘦西湖蓝天幼儿园 三等奖 

23 中班环保教案：电池的奥秘(两课时) 蒋 霞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柴湾幼儿园 三等奖 

24 垃圾分类好处多 田 倩 口岸中心幼儿园 三等奖 

25 大班环境教育主题活动：变废为宝，环保你我 唐 燕 宜兴市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 

26 大一班环境教育主题活动——泥土 
施立美 

戴  莉 
常州市钟楼区西新桥幼儿园 三等奖 

27 经历成长 我行我秀——从《爷爷一定有办法》到环保时装秀 王  霞 句容市新区幼儿园 三等奖 

28 我是节水小能手 邵庚琴 兴化市昭阳湖幼儿园 三等奖 

29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 施慧芳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机关）幼儿园 三等奖 

30 《亲亲水晶》课程叙事 
季冬珍 

刘四琪 
东海县幼儿园 三等奖 

31 我是小小种植家 
李秋莲 

沈  茜 
苏州市平江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 

32 中班社会活动：《我们周围的环境》 周爱艳 淮安市实验小学幼儿园长征分园 三等奖 

33 大班社会活动：口香糖带来的…… 杨迪华 苏州市姑苏区三香中心幼儿园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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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案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获奖类别 

34 “4.22”体验活动：地球妈妈笑了 
尹  艳 

史开香 
仪征市新集镇幼儿教育中心 优秀奖 

35 世界水日——能用的水只有这一点儿 岳  莉 苏州市姑苏区彩虹幼儿园 优秀奖 

36 大班综合：我是环保小卫士 刘  娟 如东县洋口镇洋口幼儿园 优秀奖 

37 大班环保教案《多多老板和森林婆婆》 刘传凤 海安县第一实验幼儿园 优秀奖 

38 社会实践活动《竹林探索》 
阮士园 

王静华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中心幼儿园 优秀奖 

39 《变废为宝，宝贝环保时装秀》 戴  敏 苏州市姑苏区彩虹幼儿园 优秀奖 

40 我是爱护环境的小主人 戴其玲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戴庄幼儿园 优秀奖 

41 关爱地球妈妈，拥有绿色家园 李  奕 苏州市姑苏区彩虹幼儿园 优秀奖 

42 中班社会《环保小卫士》 孙伟青 苏州市吴江区横扇幼儿园 优秀奖 

43 大班主题游戏《花游虫戏》 黄丽娟 常州市钟楼区星福儿小百灵艺术建构幼儿园 优秀奖 

44 大班环保教案：山坡哪儿去 许小莉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柴湾幼儿园 优秀奖 

45 我爱我家 张雪琴 扬州市瘦西湖蓝天幼儿园 优秀奖 

46 小树小树我爱你 徐荣琪 阜宁县胜利路幼儿园 优秀奖 

47 空气清新真正好 李金凤 苏州市姑苏区彩虹幼儿园 优秀奖 

48 大班环保教案：小熊的新沙发 缪云华 海安县角斜镇沿口幼儿园 优秀奖 

49 大班诗歌《大自然的话》 秦纯一 苏州市吴江区北门幼儿园 优秀奖 

50 大班科学：彩色的世界 梁梅芳 江都区育才幼儿园 优秀奖 

51 保护环境 从我做起 
刘  进 

薛蓓蓓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何庄幼儿园 优秀奖 

52 大班语言活动：小房子 钱茗呈 苏州市姑苏区三香中心幼儿园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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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案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获奖类别 

53 小班实践活动：小树陪我一起长大 蒋  庆 句容市崇明幼儿园 优秀奖 

54 社会领域：香烟不香 黄  雯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戴庄幼儿园 优秀奖 

55 变脏的水宝宝(中班科学） 陈  璐 徐州市云龙区一实幼华城幼儿园 优秀奖 

56 大班语言《路旁一棵开花的树》 彭红霞 江苏省如皋市港城实验幼儿园 优秀奖 

57 大班探究性学习：春的色彩 郝  霞 如皋市吴窑镇中心幼儿园 优秀奖 

58 大班科学  好听的声音 范成静 镇江市桃花坞幼儿园 优秀奖 

59 快乐植树节 顾燕萍 苏州市吴江区舜湖幼儿园 优秀奖 

60 大班社会教案：争做护水小卫士 范文静 如皋市吴窑镇中心幼儿园 优秀奖 

61 综合实践类教案：让东海玉带河变清 郁红玲 东海县幼儿园 优秀奖 

62 大班综合活动方案：小猪变干净了 刘佩娟 海安县第一实验幼儿园 优秀奖 

63 课题：小班美术活动《美丽的蝴蝶》 张君君 海门市实验幼儿园 优秀奖 

64 中班语言活动《绿太阳》 肖  云 连云港警备区机关幼儿园 优秀奖 

65 珍惜水资源 朱月敏 苏州市姑苏区彩虹幼儿园 优秀奖 

66 大班环保专题教育：亲子植树忙 江  敏 镇江市润扬幼儿园 优秀奖 

67 大班环保活动：筷子、筷子变变变 凌  莉 吴江区舜湖幼儿园 优秀奖 

68 可恶的霾 张宗兰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何庄幼儿园 优秀奖 

69 我是小小清洁员 佘玮婷 镇江市润州区实验幼儿园 优秀奖 

70 我是环保小卫士——赤山湖社会实践活动 王  莹 句容市郭庄镇葛村中心幼儿园 优秀奖 

71 中班社会：《爱护小鸟》 冒碧云 如皋市吴窑镇中心幼儿园 优秀奖 

72 大班社会活动——环保小卫士 童兰蝶 南京市香山路幼儿园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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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学组获奖名单 
序号 教案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获奖类别 

1 水韵泗洪，节水卫士在行动 
王  亮 

韩  婧 
泗洪育才实验学校 一等奖 

2 对农村移动垃圾箱说“hi” 
钱诗学 

刘  菁 
东辛中心小学 一等奖 

3 小学英语渗透环境教育教案译林牛津英语6A Unit 6 Keep our city clean 王智萱 海宁小学 二等奖 

4 综合实践课，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身边的垃圾》教学设计 王善青 连云港市殷庄中心小学 二等奖 

5 绿色生活  从“善待”麦秆开始 王江玲 连云港市宋庄中心小学 二等奖 

6 爱鸟，我们在行动——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案例设计 
田卫东 

陈  香 
东辛中心小学 二等奖 

7 保护南城的行道树 盛江波 南城中心小学 二等奖 

8 苏教版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扇形统计图》 朱友祥 宝应县氾水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9 复制与粘贴 孔  楠 西交利物浦大学附属学校 二等奖 

10 保护环境，我们在行动——四（3）班主题班会 李  惠 江阴市青阳实验小学 二等奖 

11 “西山小扬州”寻访实践活动方案 卢士龙 仪征市陈集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12 
学会垃圾分类，给地球妈妈增一抹绿色——生活垃圾的分类问题

探讨与研究 
须靓玄 无锡市东林小学 二等奖 

13 案例主题：关于农村乡镇生活垃圾归宿的综合实践案例 张  健 连云港市大岭中心小学 三等奖 

14 远离白色污染——主题确定课 唐东红 东海县牛山小学教育集团 三等奖 

15 班级来了新成员，“植”因有你而精彩！ 江孝东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分校将军山小学 三等奖 

16 《塑料与我们的生活》——生活中的白色污染问题 丁  晗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 三等奖 

17 拉着线条去旅行 姬馨方 宿迁市实验小学古楚分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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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案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获奖类别 

18 节约资源从我做起 孙卓君 苏州市盲聋学校 三等奖 

19 尝美食 品百味  舌尖之上探环保——走进美食一条街主题班队课 吴  巧 泗洪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20 在“观看体验感悟”中提升听障儿童生态文明意识 臧诗文 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 三等奖 

21 维护生态平衡 钟镇宇 西交利物浦大学附属学校 三等奖 

22 雾霾来了 程微微 连云港市白果树小学 三等奖 

23 
《译林小学英语》五年级上册 Unit8 At Christmas  第二课时环境

教育教案 
李培培 东海县白塔埠镇中埠小学 三等奖 

24 绿色小卫士 
仝西德 

孙  倩 
宿迁市宿城区蔡集中心小学 三等奖 

25 《别把花草弄疼了》教学设计（第一课时） 孙  莉 涟水县涟城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26 纸的心声 丁延延 铜山区黄集镇小合子小学 三等奖 

27 《狼和鹿》教学设计 王  艳 苏光中心小学 三等奖 

28 
家庭节能我促进！——“生态环保教育进社区” 

综合实践活动教案 
王  燕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三等奖 

29 公交出行，畅享绿色生活 
王晓兵 

周海燕 
如东县栟茶镇浒澪小学 三等奖 

30 18 鸟 岛 倪青红 阜宁县实验小学石字路校区 三等奖 

31 践行低碳生活，做低碳达人 
王  政 

王  勤 
泗洪育才实验学校 三等奖 

32 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淮城梦特娇皮具专卖进行的社会实践的总结 施  珊 响水县陈家港中心小学 三等奖 

33 节约用水 从我做起 唐  磊 宿豫区保安中心学校 优秀奖 

34 “我们的地球  我们的家”主题班会 教学设计 季阳澄 宜兴市和桥实验小学 优秀奖 

35 家乡的变化 卢  琴 江苏省无锡崇宁路实验小学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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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案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获奖类别 

36 绿色小卫士 葛高丽 东海县平明中心小学 优秀奖 

37 《这儿真好》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陶  莉 海宁小学 优秀奖 

38 麋鹿故乡，生态家园——分数的初步认识（二） 卞  睿 盐城市大丰区第一小学 优秀奖 

39 《远离污染》综合实践环境保护教案 郭凤艳 连云港市大岭中心小学 优秀奖 

40 控制白色污染，让世界多一点绿色《可怕的白色污染》教学设计 王  军 泗洪县上塘小学 优秀奖 

41 《践行环保 关注垃圾》 唐东红 东海县牛山小学教育集团 优秀奖 

42 宣传节约用水  共建美好家园 江  飞 句容市后白中心小学 优秀奖 

43 
废旧干电池的污染不得了——关于本地区废电池的社会综合实践

活动 
娄伟元 如皋市白蒲小学 优秀奖 

44 图形的平移 包逢祺 如皋市丁堰小学 优秀奖 

45 让绿色天天住我家——主题班会 张  娟 连云港市殷庄中心小学 优秀奖 

46 苏教版语文一年级下册《15 放小鸟》 吴沙沙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分校将军山小学 优秀奖 

47 环境改变生活  种树收获友谊——《这儿真好》教学设计 张城静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分校将军山小学 优秀奖 

48 海洋——21 世纪的希望（第二课时） 朱兴江 盐城市大丰区南翔实验小学 优秀奖 

49 《云雀的心愿》 第二课时 杨  珍 东海县平明中心小学 优秀奖 

50 《用连除计算解决实际问题》教案 徐  瑞 灌云县鲁河中心小学 优秀奖 

51 街头广告合理处理 朱  莹 灌云县同兴中心小学 优秀奖 

52 还我一片蓝天——《大气污染与保护》主题教育活动设计 
封士香 

刘如东 
灌云县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优秀奖 

53 小学科学《生态平衡》教学设计 高先峰 镇江实验学校 优秀奖 

54 译林版小学英语6B Unit 4 Road safety (Story time) 第一课时 蒋心宇 昆山市城北中心小学校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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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案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获奖类别 

55 我们身边的垃圾 王  灯 连云港市浦南中心小学 优秀奖 

56 废电池，交给我吧 孟宪辉 铜山区刘集镇棉布小学 优秀奖 

57 《末尾有 0 的乘法》教案 徐  云 灌云县鲁河中心小学 优秀奖 

58 人人参与环境保护  个个争当绿色天使 刘艳红 连云港大村中心小学 优秀奖 

59 《云雀的心愿》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周爱梅 仪征枣林湾学校 优秀奖 

60 这儿真好(第二课时) 徐海云 沭阳县第二实验小学 优秀奖 

61 《一亿有多大》教学设计 沈丽君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 优秀奖 

62 呼唤绿色  守护地球——环境教育队会活动方案 李艾霞 连云港市新海小学 优秀奖 

63 绿色小卫士 刘永怀 响水县第一小学 优秀奖 

64 《我是投射小能手》（第 1 课时） 吴晓敏 东海县牛山小学教育集团 优秀奖 

65 乡村垃圾箱使用现状调查社会实践活动教案 陈  春 灌云县第二实验小学 优秀奖 

66 节水小达人 武宜荣 连云港市关里中心小学 优秀奖 

67 《为垃圾找个家》环境教育教案 何婷婷 宝应县鲁垛镇中心小学 优秀奖 

68 《节约用水，珍爱生命之源》主题班会教案 张  慧 镇江市谏壁中心小学 优秀奖 

69 弯弯运河过我家——“走近运河”综合实践活动选题指导课 丁  尧 宿豫区张家港实验小学 优秀奖 

70 让环保教育在数学课堂中“穿梭”——由解决问题延伸到环保教育 丁维方 泗洪县双沟实验学校 优秀奖 

71 云雀的心愿（第二课时） 孙宇虹 张家港市晨阳学校 优秀奖 

72 《保护环境，我的责任》主题班会设计方案 孙  磊 泗洪县人民路小学 优秀奖 

73 《汽车尾气》之害 张敏敏 盐城市人民路小学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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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中组获奖名单 
序号 教案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获奖类别 

1 
城头镇兴河村废旧塑料颗粒加工厂对周边居民饮用水污染问题的

调查研究 

王  强 

杨世亮 
门河中学 一等奖 

2 幕蝶行动——校园蝴蝶监测与环境保护宣传 陆 燏 南京晓庄学院附属中学 二等奖 

3 在数字方程组中感悟丢弃的废旧电池的危害 
穆传朵 

周  猛 
门河中学 二等奖 

4 “鲜花换纸钱，低碳过清明”社会实践活动案例 韩彩林 朐山中学 二等奖 

5 关于石桥镇芦阳河污染问题的调查研究 
瞿世友

张金艳 
连云港石桥中学 二等奖 

6 初中环境教育教案《空气的污染与保护》 顾柳敏 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二等奖 

7 爱护水资源 王  珊 东海县白塔初级中学 三等奖 

8 绿色文明   从我做起 叶丽平 海宁中学 三等奖 

9 保护生物圈——从自身做起 
杨筱曼 

胡  源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三等奖 

10 8B Unit8 A green world--Comic strip & Welcome to the unit 
刘  娟 

章学芹 
东海县白塔初级中学 三等奖 

11 8A Unit8 Natural disasters--Reading-The Taiwan Earthquake 刘  霞 东海县城头中学 三等奖 

12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金  华 连云港石桥中学 三等奖 

13 《关注生物圈——环境在恶化》教案 
胡  源 

杨筱曼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三等奖 

14 绿化，我们共同的行动 侯骏霞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三等奖 

15 体育课渗透环境教育教学案例——《小做为点缀绿色校园》 李静静 新沂市卢墩中学 三等奖 



— 12 — 

序号 教案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获奖类别 

1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汤雪莲 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 三等奖 

17 九年级复习课：《培养责任意识，做负责任的公民》 贺进进 东海县白塔初级中学 优秀奖 

18 笔墨交融写青山—“写”出的山水守护 张德苗 灌南县李集中学 优秀奖 

19 初中英语 8B Unit8 A green world——Reading III 教学案 
张家双 

章学芹 
东海县白塔初级中学 优秀奖 

20 
第18章  生态系统的稳定  第2节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中的碳—

氧平衡 
郑桂芬 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 优秀奖 

21 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保护环境 陈玉惠 丰县初级中学 优秀奖 

22 制作环保宣传的文化衫教案 
周钦凤 

吴文艳 
阜宁县明达初级中学 优秀奖 

23 《同享一片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教案 胡  楠 江苏省宿迁中学分校 优秀奖 

24 拯救生命之源——爱护水资源 朱海红 东海县白塔初级中学 优秀奖 

25 水循环 汪志康 涟水县淮文外国语学校 优秀奖 

26 还我一片安静的校园 张  俞 睢宁县凌北中学 优秀奖 

27 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陈金虎 泗阳县李口初级中学 优秀奖 

28 保护新沂市民的母亲河——沭河 
周结红 

方  艳 
新沂市钟吾中学 优秀奖 

29 《爱护动物，保护环境》主题班会 黄  波 灌南县五队实验学校 优秀奖 

30 环保无小事 处处皆可为——环境教育主题班会 沈  铖 海安县大公镇初级中学 优秀奖 

31 8B Unit 1 Past and present ----Reading II 教学案 张海宁 东海县白塔初级中学 优秀奖 

32 我是环保小卫士——制作环保 banner 唐  艳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初中部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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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中组获奖名单 
序号 教案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获奖类别 

1 锅炉给水硬度的测定 崔红霞 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2 《能源和可持续发展》教学设计及反思 白景艳 连云港市新浦中学 二等奖 

3 “一滴太湖水的旅程”—关于太湖水污染的综合实践活动教学设计 邵  倩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二等奖 

4 《当代面临的环境问题》教学设计 
贾永健 

于  峰 
江苏省丰县中学 二等奖 

5 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姚小林 泰州实验中学 二等奖 

6 《为什么市区气温比郊区高？》教案 陈  婕 宜兴市阳羡高级中学 二等奖 

7 《传统工业区与新工业区》 赵宏霞 南京市中华中学 三等奖 

8 能源和可持续发展 王艳红 江苏省郑集高级中学城区分校 三等奖 

9 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翟云霞 江苏省南通中学 三等奖 

10 践行环保理念 倡导生态文明——“环保从我做起”社会实践活动 
张明柱 

钱  莉 
江苏省响水中学 三等奖 

11 种群密度的调查 蔡利永 江苏省南通中学 三等奖 

12 《空气质量的改善》教案设计 王玉芬 赣榆县城头高级中学 三等奖 

13 防震减灾社会实践活动教案 王毅南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三等奖 

14 《水圈和水循环》 
刘  振 

许花亭 
江苏省丰县中学 三等奖 

15 《垃圾资源化》（课时 1）教学设计 陈柳青 南京市中华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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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案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获奖类别 

16 《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教学设计 陈  健 扬州中学 三等奖 

17 《因特网信息的查找》--保护环境，守护健康 
张  晶 

杜维军 
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 优秀奖 

18 像山那样思考 杜宇倩 丰县欢口中学 优秀奖 

19 《城市垃圾污染的防治》 朱  吉 新浦中学 优秀奖 

20 海洋环境保护 王治敏 连云港开发区高级中学 优秀奖 

21 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陈海静 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优秀奖 

22 《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教案设计 朱怀梅 江苏省涟水中学 优秀奖 

23 苏教版必修 3  第五章 人与环境  第二节 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 刘玉芳 扬州市第一中学 优秀奖 

24 地理、物理跨学科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教学实践案例 何  锋 镇江市丹徒高级中学 优秀奖 

25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张孟云 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 优秀奖 

26 让化学成为关注环境问题的工具——— SO2 的性质复习 于晓莉 江都邵伯高级中学 优秀奖 

27 二氧化硫 沈金花 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优秀奖 

28 函数模型及其在环保中的应用 
王延全 

柳桂芳 
连云港市赣马高级中学 优秀奖 

29 《谁动了我们的蓝天？》——表格数据的图形化 邹缓缓 扬州市第一中学 优秀奖 

30 基因突变与环境（1 课时） 胡官霞 扬州市新华中学 优秀奖 

31 工农业污染的防治 王  钰 江都区丁沟中学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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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苏州市环境保护局 苏州市教育局 苏州市姑苏区环境保护局 苏州市姑苏区教育和体育局 

苏州市吴江区环境保护局 苏州市吴江区教育局 南通市环境保护局 南通市教育局 

南通市如东县环境保护局 南通市如东县教育局 连云港市环境保护局 连云港市教育局 

连云港市东海县环境保护局 连云港市东海县教育局 连云港市灌云县环境保护局 连云港市灌云县教育局 

无锡市宜兴市环境保护局 无锡市宜兴市教育局 南京市建邺区环境保护局 南京市建邺区教育局 

南京市江宁区环境保护局 南京市江宁区教育局 徐州市新沂市环境保护局 徐州市新沂市教育局 

常州市钟楼区环境保护局 常州市钟楼区教育局 淮安市盱眙县环境保护局 淮安市盱眙县教育局 

淮安市涟水县环境保护局 淮安市涟水县教育局 盐城市响水县环境保护局 盐城市响水县教育局 

扬州市宝应县环境保护局 扬州市宝应县教育局 镇江市句容市环境保护局 镇江市句容市教育局 

泰州市兴化市环境保护局 泰州市兴化市教育局 宿迁市泗阳县环境保护局 宿迁市泗阳县教育局 

宿迁市沭阳市环境保护局 宿迁市沭阳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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