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青少年儿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环保艺术大赛” 

作品获奖名单 

绘画作品： 

序号 组别 地区 获奖作品名字 姓名 学校 

特等 

1.  5-10 岁 天津 清洁日 陈星宇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2.  11-15 岁 江苏 啄木鸟的心愿 任玮丽 江苏省泰州市第二中学附属初中

3.  16-20 岁 福建 未来电影 吴熳铮 福安市第六中学 

一等 

1.  
5-10 岁 

湖北 选择 宁玺坤 武汉市江汉区卫星村小学 

2.  浙江 消除二恶英 林沁一 温州龙湾横街学校 

3.  
11-15 岁 

上海 土壤污染物变成农药转化车 沈赞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4.  天津 给地球母亲穿新装 袁艺 河东区务实小学 

5.  
16-20 岁 

福建 重思呐喊 缪东海 福安市第六中学 

6.  福建 捍卫底线 刘晓鸿 福安市第六中学 

二等 

1.  

5-10 岁 

湖北 POPs 溶解器 吴欣冉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卫星小学 

2.  湖北 《过滤网》 李米佳 武汉市汉阳区车站小学 

3.  辽宁 环保卫士 于桐 鹤乡小学 

4.  新疆 磁悬浮土壤空中种植基地 唐新 石河子总场一小 

5.  

11-15 岁 

上海 微生态平衡网 张雯清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6.  上海 低碳社区 汤思齐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7.  新疆 心中的绿色 裴育 新疆石河子第二小学 

8.  浙江 鱼类食品检测中心 朱芮萱 温州龙湾横街学校 

9.  

16-20 岁 

广东 悲伤的地球 何嘉仪 开平市吴汉良理工学校 

10.  广东 伸出援手，遏制 POPs，救地球 劳雅婷 开平市吴汉良理工学校 

11.  河北 地球几年 马海涛 河北省大名县第一中学 

12.  新疆 红色的星球 马家贞 新疆富蕴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三等 

1.  

5-10 岁 

福建 温暖的家 潘希泽 福建省平潭城关幼儿园 

2.  广东 POPs 的克星 杨晓玥 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二小学 

3.  辽宁 救救地球宝宝吧 郑力铭 辽宁省开原市民主小学 

4.  辽宁 逃离&恐惧 王添光 辽宁省开原市民主小学 

5.  辽宁 净化器 周佳欣 辽宁省盘锦市辽河油田兴隆一小

6.  山东 DDT 的循环危害人类 王镭静 日照岚山区后村镇初级中学 

7.  
香港 

远危机•近生机——十年承诺，天

天挑战 
林天喜 拔萃女小学 

8.  新疆 废旧物品回收再利用 陈慧智 兵团建工师五中 

9.  11-15 岁 湖北 《被 POPS 污染的世界》 郑智鑫 湖北省荆州市大赛巷小学 



摄影作品： 

序号 组别 地区 获奖作品 姓名 学校 

特等 

1.  5-10 岁 辽宁 我们要保护环境从小做起 张子恩 锦州市国和小学 

2.  11-15 岁 
四川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 知识抢答

赛 
罗珺钰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3.  16-20 岁 上海 山青水绿 王晨曦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一等 

1.  
5-10 岁 

湖北 《真馋没有农药的你们》 汪悦来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2.  湖北 《窗外》 胡雅铭 宜昌市西陵区刘家大堰小学 

3.  
11-15 岁 

四川 POPs Stop 吴燕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4.  湖北 《垃圾分类》 吕翩翩 洪湖市实验中学 

5.  
16-20 岁 

浙江 诱惑的背后 漏丽佳 杭州中策职业学校 

6.  新疆 《生命的抗争》 杨爱珍 农十二师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 

1.  

5-10 岁 

上海 瑞士卢森花桥——和谐共存之桥 杨茂伦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2.  上海 谁来爱我 诸宣泽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3.  四川 听老师讲 POPs，我们都来挑战它 舒元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4.  上海 组照《快捷的速度 or 蓝天湖泊》 方心晔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5.  

11-15 岁 

四川 禁止烧垃圾、拒绝二噁英 李珂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6.  湖北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李正晖 湖北省京山县京山小学 

7.  湖北 《城市之外》 吕明阳 安陆市解放路初中 

8.  上海 全家一起来节能 孙涛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9.  

16-20 岁 

上海 上海的水更清 施融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10.  湖北 《无鱼》 胡璇卿 武汉市第二十三高中  

11.  新疆 POPs“塑"造美丽 曾玉帆 农十二师职业技术学校 

12.  新疆 《人与“肥”》 董远霞 农十二师职业技术学校 

10.  

11-15 岁 

上海 水稻农药净化装置 顾蓉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11.  上海 麦田的守望 迮钰沁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12.  新疆 午云吸附机 闫治尘 石河子总场一小 

13.  新疆 think green everywhere 张若楠 金英外国语学校 

14.  新疆 珍爱地球，保护水之源 黄苗淋 新疆富蕴县第一中学 

15.  新疆 未来吸尘器 徐玮潞 乌市第十小学 

16.  浙江 天使 and 恶魔——反对 POPs 胡婕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三水湾小学

17.  澳门 地球病了 黎俊彦 妇联中学 

18.  

16-20 岁 

福建 绝望 王艳华 福安市第六中学 

19.  湖北 《 “身”命之舟》 陈秋楚 湖北荆州区太湖港中学 

20.  
辽宁 

让最后一次倾倒，带走我们的尸

骨 
王冰 辽宁省绥中县第一高中 

21.  山东 缓缓 姜钰 济南第十一中学 

22.  香港 孕育 袁嘉慧 保良局胡忠中学 

23.  浙江 此景不再 沈煜佳 杭州中策职业学校 



 三等 

1.  

5-10 岁 

湖北 《怒放》 王祎璟 宜昌市西陵区刘家大堰小学 

2.  
湖北 

《这不仅仅是一个丢弃的萤光灯

管》 
王闻凯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3.  湖北 《挑战生活中的 pops》 付海峰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4.  湖北 《电塔、电缆》 曾彦宇 武汉市汉阳区车站小学 

5.  天津 绚丽的宁静 吴雨阳 河东区松竹里小学 

6.  上海 善待家园，减少 POPs 王华扬 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第一小学 

7.  
四川 

保护环境，拒用 POPs 宣传画现场

创作赛 
彭雨田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8.  四川 流泪的空油瓶 王琦 四川省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 

9.  

11-15 岁 

湖北 《捡垃圾》 洪季迟 洪湖市实验中学 

10.  辽宁  无题 李予琪 锦州市国和小学 

11.  上海 爱车——减排出行 黄涛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12.  湖北 《丰碑？》 贾胜 安陆市解放路初中 

13.  江苏 可怕的环境 李旎 江苏省泰州市第二中学附属初中 

14.  北京 那一天空气很差 李丹琳 北京市鲁迅中学 

15.  四川 挑战 POPs 主题活动 陈耀宗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16.  浙江 生命尽在掌中 陈语 嘉善四中 

17.  

16-20 岁 

浙江 今天，你刷了吗 沈煜佳 杭州中策职业学校 

18.  新疆 烟”污“（雾）时代 黄梓砚 农十二师职业技术学校 

19.  湖北 《五彩大地》 张可頔 京山中小学活动中心   

20.  天津 鸽的音符 仇琳 天津市第二中学 

21.  天津 摩天轮的晨曦 胡曜麟 天津市第五十七中学 

22.  新疆 魔鬼的咆哮 刘海涛 农十二师职业技术学校 

视频作品 

序

号 
组别 地区 获奖作品 姓名 学校 

特等奖 

1 
11-15 岁 

      

香港 
神經『蟹』逅 

黄賢豐、

莫狄勇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一等奖 

2 11-15 岁 江苏 做环保小卫士 刘越  江苏省泰州市胡庄初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