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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科发〔2020〕 4 号 

 

各设区市科协、教育局，各有关单位： 

2020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在各设区市科协及教育

局的积极支持和我省各承办高校的共同努力下取得圆满成

功。今年我省共推选出 500 名学生营员和 50 名带队教师参

加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省内外 44 个高校“云

上科学营活动”。科学营期间带队教师恪尽职守，组织营员充

分体验云上大学城活动，积极参与线上各类科技实践项目，

完成了各项任务。 

我省科学营承办高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以及中科院南京土

壤研究所，依托高校优质资源，精心打造江苏分营品牌特色，

为来自全国及港澳台地区的 1200 名营员精心策划了精彩纷

呈的“云上科学营活动”，对培养营员科学兴趣及树立科研志

向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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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结经验、推动科学营活动深入开展，经科学营全国

管理办公室综合评比，江苏分营荣获《特色营队活动》1 项，

《营员优秀征文》2 篇，东南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两所分

营被评选为全国“分营优秀组织单位” (附件 1)。 

在全国评优的基础上，为鼓励高校进一步提升科学营活

动的组织能力和策划水平、共享优秀活动资源，江苏科学营

管理办公室评选出分营优秀组织工作者 23 名（附件 2），市

级优秀组织单位及组织工作者 13 名（附件 3）。另综合营员

征文提交、带队总结等情况，评选出江苏营员优秀征文 30 篇

(附件 4)，优秀带队教师 50 名（附件 5）。 

希望受表彰单位及个人再接再厉，继续为推动青少年高

校科学营的组织工作而不懈努力。 

 

附件：1. 2020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全国获奖名单 

2. 2020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江苏分营优秀组织工作者 

3．2020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江苏分营市级优秀组织

单位及组织工作者 

4. 2020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江苏营员优秀征文 

5．2020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江苏省优秀带队教师 

 

 

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江苏科学营管理办公室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代章） 

                          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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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分营优秀组织单位 

东南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2、全国《特色营队活动》 

活动名称 高校分营 

云端打卡南航、筑牢爱国底色、放飞三航梦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全国优秀征文《营员眼中的科学营》 

作者 学校 征文标题 专题营/分营 

曹真菲 新沂市第一中学 
改变，源于西农科学营—有感于

西农大2020云上科学营 
西北农林大学分营 

胡善源 江苏省东台中学 
邂逅地大 助力梦想 感恩遇见 成

就未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分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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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龙心悦   南京大学团委学术与双创部部长 

王  昱   南京大学团委学术与双创部部长 

李其芳   南京大学团委实践与志愿者工作部部长 

毕菲菲   南京大学团委宣传与新媒体工作部部长 

王婧菲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 

张  琰   东南大学团委副书记 

李  鑫   东南大学团委组织部部长  

宁俊康   东南大学团委科创部部长 

王  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书记 

代澔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干事 

孙世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辅导员 

迪丽努尔∙贝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辅导员 

屈  艺   南京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 

李佩弦  南京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 

卞雷祥   南京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 

何  蕾   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辅导员 

陈小进   南京中医药大学团委书记 

耿晨光  南京中医药大学团委素拓部部长 

翟丹枫   南京中医药大学团委组宣部部长 

张  蕾   南京中医药大学团委实践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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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  应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处长 

孙瑞娟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黎  烨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学生会主席  



 - 6 - 

附件 3 

 

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刘  炜 

无锡市科学技术协会     丁  伟 

徐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袁志军 

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濮晓逸 

苏州市科普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陈军辉 

南通市科学技术协会           宣红光 

连云港市科技服务中心    徐莎莎 

淮安市科学技术协会           吴长青 

盐城市科学技术协会     王海洋 

扬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汪建飞 

镇江市科普服务中心           王  璐 

泰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乔胜军  

宿迁市科学技术协会           何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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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序号 设区市 姓名学校 征文题目 参加分营 

1 南京 姚  楠  南京市金陵中学 《我眼中的科学营》 东南大学分营 

2 南京 缪师宇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我眼中的科学营》 东南大学分营 

3 南京 吴浩宇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少年强则国强》 中国科技大学分营 

4 无锡 章和灵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  《八月，梦的飞扬--“同”营里的“济”忆》 同济大学分营 

5 无锡 江雅儒  无锡外国语学校  《领略科技魅力 传播科学精神》 华东理工大学分营 

6 无锡 吴  铮  无锡外国语学校  《收获体会、心路历程、感言实录》 华东理工大学分营 

7 徐州 曹真菲  新沂市第一中学  《改变，源于西农科学营》 西北农林大学分营 

8 徐州 王奕淳  徐州市树人中学 《我眼中的科学营》 东南大学分营 

9 徐州 冯歆然  新沂市第一中学  《古都新绿育春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分营 

10 徐州 李佳轩  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中学 《游云上科学营 追中华儿女梦》 北京师范大学分营 

11 徐州 梁瀚文  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中学  《徜徉在科学知识的云上》 北京师范大学分营 

12 常州 薛德帅  江苏省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  《国之利器，科技亮剑》 南京理工大学分营 

13 常州 袁  雨  江苏省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  《国之利刃--南理工》 南京理工大学分营 

14 常州 王高明  江苏省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 《紫金山南，云游理“宫”》 南京理工大学分营 

15 苏州 曹乐琪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2020云上科学营感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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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南通 黄钰雯  江苏省海门中学  《爱国励志 求真力行》 天津大学分营 

17 南通 杨玉廷  江苏省如皋中学 《北大科学营感悟》 北京大学分营 

18 南通 孙青扬  江苏省如皋中学  《科学无边 探索不止》 北京大学分营 

19 南通 于卓凡  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  《仰望星空 逐梦燕园》 北京大学分营 

20 淮安 徐加福  江苏省淮州中学  《踏上科技探索之旅，助力科技强国之梦》 清华大学分营 

21 淮安 臧经国  江苏省淮州中学   《探秘科学，创造未来》 清华大学分营 

22 盐城 韩天屹  江苏省东台中学  《悄悄地，我成了你的人》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分营 

23 盐城 胡善源  江苏省东台中学  《邂逅地大 助力梦想 感恩遇见 成就未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分营 

24 盐城 宋奕萱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云游华师大的感悟》 华东师范大学分营 

25 扬州 吴  骁  江苏省高邮中学  《科技强国 共襄中华》 武汉理工大学分营 

26 扬州 张秉灿  江苏省高邮中学  《更以行政道》 武汉理工大学分营 

27 扬州 朱浩天  江苏省扬州中学  《嚼得菜根，做得大事》 南京大学分营 

28 镇江 钱雨欣  江苏省镇江中学  《剑指天涯，笑傲芳华》 北京化工大学分营 

29 宿迁 尹悦瑄  江苏省马陵中学 《科学心得感悟》 华东理工大学分营 

30 宿迁 刘文静  江苏省沭阳县建陵高级中学  《我眼中的中大》 中山大学分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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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序号 设区市 学校 姓名 参加分营 

1 南京 南京市金陵中学 张启军 复旦大学 

2 南京 南京市第二十七高级中学 曾湘姣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 南京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吴志强 北京林业大学 

4 无锡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熊晓琴 中南大学 

5 无锡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 李绵忠 同济大学 

6 无锡 无锡市玉祁高级中学 李春胜 西北工业大学 

7 无锡 无锡外国语学校 何  潇 华南理工大学 

8 徐州 徐州市第一中学 李  蓉 北京师范大学 

9 徐州 江苏省丰县中学 宋  磊 大连理工大学 

10 徐州 邳州市明德实验学校 张成林 中国海洋大学 

11 徐州 新沂市第一中学 袁福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2 常州 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 张阳阳 南京理工大学 

13 常州 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 周家盛 南开大学 

14 常州 江苏省横林高级中学 诸  杰 中国农业大学 

15 常州 常州田家炳高级中学  郭文君 哈尔滨工业大学 

16 苏州 苏州市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石春燕 哈尔滨工程大学 

17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丁晶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8 苏州 昆山市柏庐高级中学 闵  慜 武汉大学 

19 苏州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王雨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 南通 南通市科学技术协会 丁钰洁 北京大学 

21 南通 南通市科学技术协会 徐  言 天津大学 

22 南通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包虹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3 南通 南通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陈丽丽 兰州大学 

24 连云港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杨小华 北京理工大学 

25 连云港 连云港高级中学 张艳蕊 山东大学 

26 连云港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徐定超 重庆大学 

27 淮安 江苏省清浦中学 王清霖 华中科技大学  

28 淮安 淮海中学 颜海波 石河子大学 

29 淮安 江苏省淮州中学 岳亮亮 清华大学 

30 盐城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曹玲玲 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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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盐城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王月琦 北京科技大学  

32 盐城 江苏省东台中学 蒋汉松 东北大学 

33 盐城 江苏省东台中学 孙丽华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34 扬州 江苏省高邮中学 温晓峰 武汉理工大学 

35 扬州 江苏省江都中学 汪小庆 吉林大学 

36 扬州 江苏省扬州中学 谢晓石 南京大学 

37 扬州 江苏省扬州中学 王金龙 北京交通大学 

38 镇江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顾大成 西安交通大学  

39 镇江 江苏省镇江中学  耿  莹 北京化工大学 

40 镇江 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 曹永鸿 哈尔滨工程大学 

41 镇江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王  璋 电子科技大学 

42 盐城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杨  骁 广东工业大学 

43 泰州 靖江市斜桥中学 崔建栋 湖南大学 

44 泰州 姜堰区罗塘高级中学 方  勇 南京中医药大学 

45 泰州 江苏省黄桥中学 戴海源 厦门大学 

46 宿迁 沭阳县建陵高级中学 张令臣 中山大学 

47 宿迁 泗洪中学 白树忠 四川大学 

48 宿迁 江苏省宿迁市马陵中学 徐美荣 华东理工大学 

49 南京 东南大学 蒋永茂 东南大学 

50 南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欧  珊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2020 年 12 月 18 日印发   


