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中小学生“第一届国际植物日”征文大赛 

获奖名单 

 

一等奖 

1《呼与吸的并蒂——植物与人类》  

吉林省前郭县海勃日戈镇中学         于小然  指导教师：丛静思 

2《桃园结情》 

大同中学高二 3班                   陆静如  指导教师：孙雷声 

3《沙漠之花》 

深圳市松岗中学高二 8班             晏陈露  指导教师：唐江云 

4《轮回——植物与人类》 

上海市民办行知二中六 3班           龚倩    指导教师：吕鹏 

5《蔬菜魔鬼》  

太原市外国语大学第二附属小学五年 6班    王瑞轩 

6《翠影红妆窥人生》 

山西大学附中知 21班                姜博文 

7《关于一颗树的思考》  

复旦附中高二 9班                   李宗伟    指导教师：陈珦 

8《云雀的心愿，我的心愿》 

福建省石狮市凤里五星小学六年 2班   陈静谊    指导教师：董三妹 

9《植物里有一个世界》   

上海市大同中学高一 2班             马炜玮    指导教师：刘萍 

10《那朵花，那些树》 

上海市民办金盟学校初二 2班         何爽      指导教师：岳月清 



二等奖 

1《环境-树木=？》 

长沙怡雅中学怡风文学社八年级       姚浏翔   指导教师:李鲜艳 

2《水葫芦，让我爱你不容易》 

上海育才中学                       陈博文   指导教师：朱静 

3《花草和树木的哭泣与欢笑》 

山西山大附中                       王翔 

4《活着》 

上海大同中学高二 7 班              蒋梦迪   指导教师：王晓春 

5《林下小憩》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高一 4班           章彤    指导教师：郁蓓媛 

6《花开小精灵》 

北京阳光喔学校初一年级             吴梓玥  指导教师：于泉英 

7《年轮》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2014届 6班        缪约    指导教师：石莉 

8《我喜欢绿色，我喜欢花》 

昆明武成小学                       吕畅    指导教师：徐甘蒂 

9《米兰》  

辽宁省本溪市第十二中学八年 8班     蔡雨桐 

10《植物的魅力》  

上海市大同中学高二 5班             肖若涵  指导教师：张根兴 

11《情何以堪》 

上海市北初级中学初二 7班           刘琳    指导教师：黄文兰 

12《薄荷是芬芳的仙子》 

北京四中高二 6班                   王岩    指导教师：连中国 

13《桐花梦》 

 山东东营市利津县凤凰城街道中心学校晨曦文学社 魏小康  

指导教师：于永生 



14《依赖》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2014届 6班          冯中杰  指导教师：石莉 

15《植物的眼神，生命的眼神》  

福建省石狮市凤里五星小学六年 2班     刘雅婷  指导教师：董三妹 

16《挫折的重量》 

山东省德州市城区新岭路 51号 4号楼 1单元 502室   杜玉涵   

指导教师：莫问天心 

17《人生，等一场花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一中高二 1班     郭建宇 

18《草木之心》  

新疆哈密三道岭潞新二中九年 5班       刘卓然 

19《一棵树》 

吉林省前郭县哈拉毛都中学七年级 1班   潘慧敏    指导教师：梁立生 

20《伴奏也很美》 

山东大学附属中学 2010级 1班          谢雨诗 

21《窗边物语》  

山东师大二附中初一 11班              张贻明    指导教师：林祥征 

22《花的细语》 

浙江省丽水市庆元中学 209班           雷丽丹 

23《卡卡和他的苹果树》 

开封求实中学                         徐珍珠    指导教师：詹瑞 

24《四季的花儿》 

北京阳光喔学校六年级 3班             李雨晴    指导教师：张晓昕 

25《天使的报告》 

开封市求实中学初三九班                 指导教师：郑磊生 

26《我家的宠物——葡萄》 

深圳松岗中学高二 8班               沙一甫加马力  指导教师：唐江云 

27《我心中的昙花》  

北京四中                             杨搏远    指导教师：连中国 

http://huhehaote.youbian.com/


28《一花一树一世界》 

深圳松岗中学高二 8班                    郭艺    指导教师：唐江云 

29《植物与人类的关系》 

深圳松岗中学高一 2班                    郑烁怡  指导教师：唐江云 

30《那棵令我惊讶的竹笋》 

深圳松岗中学初二 9班                    唐迢    指导教师：唐江云 

31《砸在牛顿头上的苹果》   

上海中学高二 5班                        顾师佳  指导教师：吴静怡 

32《沿途的景色，植物的色彩》 

位育初级中学初一 3班                    王歆颐 

33《记忆里的松香》 

上海市民办金盟学校                      吴晨    指导教师：李秀芳 

34《枫》 

扬波中学初一 4班                        陈怡如  指导教师：何薇 

35《最后的一棵树，最后的伐木工》 

上海市位育中学六 4班                    黄凌智 

36《仰望蓝天》 

黑龙江省克东县千丰中学九年 2班          穆清洋  指导教师：张文慧 

37 《绿色心海》 

四川省达州市第一中学高 2013级 17班      赵禁    指导教师：李论 

38 《幽幽莲花情》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榆次五中              张雨威  指导教师：陈瑞 

39 《我和植物的不解之缘》 

江苏省高邮市中学一 14班                 徐望宁  指导教师：高雪 

40《心灵的那一处风景》 

甘肃省通渭县平襄镇店子学校七 1班        何调红  指导教师：黄爱萍 



三等奖 

1《Plant，我的命》 

山东省昌邑市柳疃镇姜家堤子村                 李晓晴 

2《风卷残瓣伊人悴》 

安徽省安庆市第一中学高二 8班                 周蓝  指导教师：范学建 

3《花草树木点头笑》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辽河油田兴隆二小五年 1班 孙浩楠 指导教师:赵建国 

4《绿色历程》 

安徽省安庆市第一中学高二 5班                 吴燕平 指导教师：范学健 

5《顽强的生命力》 

深圳市南山麒麟花园商轩 407                    翟文   

6《微笑的西红柿》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二职一年 2班          孟凡华  指导教师：张影 周广斌 

7《我和望天树的约定》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文林校区二 5班          李承祐 

8《我家的葡萄树》  

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许良镇中心学校七年级 1 班  唐霄潭  指导教师：唐爱雷 

9《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植物》 

山东省胶南市实验中学高二 7班                陈邦杰  指导教师：孙坤明 

10《行走在植物的路上》 

湖北省钟祥市柴湖二中奋飞文学社              张楠    指导教师：张文涛 

11《在那一个角落》 

浙江省台州市洪家中学高三 12班               张百惠  指导教师：冯春芳 

12《珍爱生命》 

吉林省前郭县哈拉毛都中学七年 2班            刘恒    指导教师：梁立生 

13《植物学家之死》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2014届 2班                 陈晞    指导教师：胡凌 

 



14《植物与人》 

浙江省台州市洪家中学高三 12班              赵谦    指导教师：冯春芳 

15《植物与人类》 

上海市北中学高一 4班                       侯珏     指导教师：程夕琦 

16《植物与人类》 

上海市大同中学高一 1班                     钟慧敏   指导教师：甘娅嬿 

17《植物与人类》 

北京市朝阳区教科院附中初一 1班             梁淑惠 

18《谁一直在我们身边》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高一 7班                   贺宇昊   指导教师：张慧腾 

19《子非植物，安知植物不疼？》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高一 2班                 张赟     指导教师：张佳丽 

20《风伯伯和杨树弟弟》 

湖北省十堰市广东路小学三 1班               谢仁杰   指导教师：丁昌爱 

21《木棉花开》 

广东省汕头市渔洲中学高一 1班               李可琳   指导教师：方壮娜 

22《向树致敬》 

上海市进才中学北校预备 2班                 邵丹晨   指导教师：梅逢运 

23《植物与人类——互生之爱》 

上海市行知二中八年级三班                   陈雨菲   指导教师：徐铭 

24《花木情暖，暖人间——植物给我们带来的诗意生活》 

上海民办行知二中七 3班                     张丁宁   指导教师：汪朝宏 

25《好好先生的礼物》 

上海民办行知二中九 2班                     王若君   指导教师：沈洁 

26《你可曾在意过她》 

江西南康三中                               余伟斌   指导教师：赵超 

27《等待木兰》 

山东大学附属中学 2010级 8班                刘嘉璇   指导教师：李彦 

28《倾城之泪》 

山东东营市利津县凤凰城街道中心学校八年三班 刘毅正  指导教师：于永生 



29《植物与人类》 

上海市第三女子初级中学七 4 班           杨丹宜  指导教师：章瑞莲 

30《墙上的贯众》 

上海市北初级中学初一 8班                  单卉洁   指导教师：张黎明 

31《又是一年花开时》 

华师大二附中高二 5班                      郭晓蕾   指导教师：周来宏 

32《我是一棵白杨》 

山东省惠民县第一实验学校初三四班          王建勇   指导教师：张燕 

33《松树物语》 

上海市市北中学高一 10班                   高震     指导教师：韩立春 

34《遗留的芳香》  

安徽省颍上县耿棚中学高二 1班              蒋成燕   指导教师：程亮 

35《倾城•花解语》 

华师大二附中高二 5班                      战嘉欣 

36《树与人》  

上海市民办金盟中学初二 5班                吴晓菁   指导教师：周永华 

37《生命的呐喊》 

山东省平度市第一中学 2010级 32班         胡亚男    指导教师：张丽丽 

38《心的哀悼》 

四川省达州市第一中学 高 2013级 17班       罗亚沙   指导教师：李论 

39《小鸟的祈祷》： 

黑龙江省双城市忠植初级中学校初二九班      付元     指导教师：王景阳 

40《大树下的谈论》 

山东省惠民县第一实验中学（南区）八年 6班  雷世露   指导教师：张学英 

41《伤害？被伤！》 

黑龙江省双城市忠植初级中学校初二 4班      曹金泽   指导教师：王景阳 

42《森林的含义》 

上海中学高二 8班                          刘畅     指导教师：谭晓东 

 



43《最公平的审判》 

黑龙江省克东县千丰中学九年二班          王启超   指导教师：张文慧 

44《“忧忧”我心》 

甘肃省通渭县平襄镇店子学校六 1班        李志乐   指导教师：黄爱萍 

45《不同身份的自述》 

黑龙江省克东县千丰中学九年 2班          于红双   指导教师：张文慧 

46《植物，与人类平等的生命》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罗湖镇罗湖中学        郑迁     指导教师：邱员太 

47《植物赋予人类的情怀》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罗湖镇罗湖中学        陈枫容   指导教师：邱员太 

48 《从<山海经>到<本草纲目>：古代药用植物发展简述》 

重庆市开县德阳初级中学初 2013级 4班  谭思远 指导教师：谭可冶 潘宗伟 

49《植物的眼泪》 

江苏省常州市新桥中学                    张青     指导教师：刘飞 

50《秋来稻花香》 

成都市陴县一中                          顾永     指导教师：苟大权 

51《绿》 

杭州源清中学高一 5班                   孙浩轩    指导教师：潘慧群 

52《在转瞬即逝的生命中留下的小小震撼》 

杭州源清中学高二 2班                   陈文怡    指导教师：潘慧群 

53《植物与人》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中学高一 2班           申恒才    指导教师：杨世源 

54《我是荷花我自豪》 

江苏省兴化市景范学校                    王蕊     指导教师：陆进展 

55《它，为人们送来缕缕清香》 

甘肃省通渭县平襄镇店子学校七 1班        李丹     指导教师：黄爱萍 

56《感悟仙人掌》 

江苏省兴化市景范学校八 2班             施春诚    指导教师：陆进展 

 



57《悄悄地提醒》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榆次五中                冯芳     指导教师：陈瑞 

58《竹韵》 

江苏省高邮市中学高一 4班                  孙烨     指导教师：高雪 

59《梧桐叶》 

江苏省兴化市景范学校八 2班                史佳慧   指导教师：陆进展 

60《“绿色使者”的忠告》 

黑龙江省克东县千丰中学九年 2班            周云影   指导教师：张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